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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子街道 101 1 152

大峪街道 100 2 164

龙泉镇 97 3 183

潭柘寺镇 95 4 203

军庄镇 92 5 222

永定镇 91 6 229

东辛房街道 87 7 248

妙峰山镇 73 8 286

王平镇 69 9 293

大台街道 52 10 319

雁翅镇 52 10 319

斋堂镇 49 12 325

清水镇 34 13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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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加大我区加大““放管服放管服””改革工作力度改革工作力度
为群众创造更优良的政务服务为群众创造更优良的政务服务

优化营商环境
门头沟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 闫吉 杨
铮）日前，区财政局以市场主体感受
和诉求为导向，加大财政领域“放管
服”改革工作统筹力度，不断完善工
作机制，优化营商环境。

在这次优化营商环境3.0版中，
区财政局将进一步落实好下调增值
税税率、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
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等减税降费
措施。深化招标投标领域改革，对照
财政部《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
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中重点清理和
纠正的10个问题，对政府采购领域
妨碍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进行全
面清理，同时，指导各部门开展政府
采购领域公平竞争审查工作。

区财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3.0
版指标考评工作中，财政局共涉及了
11项二级指标。为了指标逐项落
实，我们将指标细化分为40余项。
同时，积极地与市财政局和兄弟区县
采购部门进行了对标对表，为指标衡

量提供了重要的数据依据。”
据悉，区财政局将继续以优化

办事流程，强化服务理念，提高服务
效率为目标，构建我区公平、公正、
竞争有序的政府采购市场体系，进
一步优化我区采购营商环境，为入
区企业服好务。

在优化营商环境3.0版发布后，
区法院围绕提升‘商事’案件审判及
执行质量、便利当事人参与诉讼和
加强破产案件审理三方面开展优化
营商环境工作。

目前，区法院已实现“24小时预
约立案不打烊”，五类商事案件直接
在线立案。通过“多元调节+速裁”
与后端庭室的精细化审理相结合，
将70%商事案件化解在诉讼前端，
利用优化诉讼流程，再缩短约10%
的审理时间。同时，区法院还创新
执行工作机制、加大执行力度，切实
解决‘执行难’问题。

区法院民二厅厅长张岭介绍：

现在我们实现了商事案件审理的繁
简分流和快慢分道。简单的商事案
件，通过人民调解员以及前端素材
庭室的审理可以大大的提高审判效
率，尽量的以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纠
纷。同时，对于事实复杂，法律适用
也具有一定争议点的复杂案件，通
过后端庭室的精细化审理，大大提
高了我们商事案件的审判质量。

今年，龙泉镇政务服务中心积极
营造规范暖心的办事环境，新配备了
叫号机、饮水机等设施设备；增设咨询
台和群众办理自助区；增加了打印复
印、邮寄业务等延伸服务项目；印制相
关服务手册方便群众查询政策法规
及办事流程，承诺限时办结、限时等
候；同时，在醒目处摆放公示投诉监督
电话，随时接受群众监督和举报。

龙泉镇政务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提高窗口人员服务质量，
政务服务中心还通过评价管理系统
对窗口工作人员进行考核，以群众的

体验为实际出发点，切实提高群众对
龙泉镇政府服务中心工作的好感度
和满意度，同时，还加大培训力度，提
升窗口人员工作效率及办事能力，为
群众创造更优良的政务服务。

据了解，在优化办事流程方面，
他们建设了高效顺畅的运行体系，健
全各项规章制度，合并社保大厅和全
程办，整合14个对外窗口设置为“一
台5区”，梳理业务事项和办事流程
共171项，实现“一窗式”服务。

龙泉镇政务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今后，将提升自助服务区能
力水平，帮助指导企业和群众在网上
办理1000余个政务服务事项，切实
实现就近办、网上办、一次办，让信息
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12月2日-8日镇街TSP浓度
（微克/立方米）排名情况（倒序）

本表格由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永定镇新增保健科 方便辖区居民就诊
本报讯（记者 屈媛）位于永定镇

石门营B1区的保健科，这两天进入
试运行阶段。这个新增的保健科，
内部设置了接种等待区、接种室、体
检室，更好的方便辖区居民进行预
防保健。

体检室里，医生正在给幼儿测身
长、称体重，为家长提供辅食建议。
还有不少带孩子前来接种的家长，在
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接种登记。在
接种室里，医生正在为孩子们进行疫
苗接种，工作人员热情周到的服务，
让家长们省了不少心。

带孩子前来接种的家长说：“这
里离我们家很近，非常方便，一早我
们就带着孩子过来把预防针打了，
以前要去其他比较远的地方接种，

现在家门口就有了保健科，真是方
便多了。”

据了解，石门营保健科总面积
约为160平方米，服务项目包括，预
防接种，0-3岁儿童体检和孕、产妇
保健。周一至周四早 8时至 11时
为儿童预防保健时间；周五8时至
11时为成人接种时间；周一至周五
14时至 16 时可以办理妇保、儿保
相关手续。

“我们的服务范围以石担路为主
线，以西从冯村至石门营周边小区划
分在石门营保健科。目前，保健科正
处于试运行阶段，希望大家多多提供
宝贵意见，我们也将不断完善，更好
的为百姓提供优质服务。”永定镇石
门营保健科科长陈瑶介绍说。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根
据市交通部门修订的《北京市
交通委员会关于加强道路停
车费催缴及行政处罚工作的
意见(试行)》，2020年1月起，
我区停车管理部门将加大对
欠缴道路停车费违法行为的
催缴处罚力度。

这次修订的新规规定，对
于同一辆车在一个自然月内欠
费5次以下或欠费金额在200
元以内的，由之前的“不并处罚
款”改为也要给予行政处罚。
欠费5次以下，或欠费200元
以下，罚款200元；欠费6至10
次，或欠费200元以上500元
以下，罚款500元；欠费11次
及以上，或欠费500元以上，罚

款1000元。次数、金额对应不
同处罚档位的，按高者处罚。

此外，新规实施前已形成
的欠费，仍按旧规定进行处
罚，由区停车管理部门进行催
缴，不进行处罚；2020年1月
及之后形成的欠费，将按照新
的催缴处罚意见进行处罚。

区城管委工作人员刘淑
清介绍：我们将按照市交通部
门相关规定建立停车信用奖
励和联合惩戒机制，将停车人
违法行为记入信用信息系统，
严重的进行公示、惩戒，并与
车辆管理挂钩。欠缴道路停
车费后，未补缴欠费或未接受
处罚的车辆，在全市范围内不
予办理道路停车居住认证。

明年起我区将加大停车欠缴处罚力度

区工商联
召开十届五次执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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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近日，按照市卫生
健康委的统一要求，北京儿童医院基层服务
点揭牌仪式在区妇幼保健院举行，为今后进
一步完善区级儿童保健服务功能奠定了坚
实基础。

服务点的成立，使北京儿童医院与区妇
幼保健院建立“一对一手拉手”对口帮扶关
系，在今后的医疗工作中，北京儿童医院将
为我区派发转诊车辆，接收患病新生儿，促
使新生儿疾病得到更好的诊治；北京儿童医
院还会通过对区妇幼保健的各科室人员进
行培训，提升基层危重新生儿的救治能力。

据了解，建立儿童医院基层服务点，是
北京市启动的“妇幼健康名院、名科、名医下
基层”主题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继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后，区妇幼保健
院与国家级“名院”的第二次合作。

区妇幼保健院院长刘晓华介绍：有了北
京儿童医院雄厚的技术力量支持和优质的
医疗资源，将惠及全区的新生患儿，希望双
方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合作，以实际行动造
福全区患儿，切实满足诊疗需求。我们也会
遵照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来保障我们全体
民众，全体妇女和儿童的身心健康，做好我
们的对接工作。

本报讯 12月10日，区工
商联召开十届五次执委会，会
议选举区工商联十届执行委
员、常务委员、主席（商会会
长）。随后，区工商联党组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区
宣讲专题报告。民营企业家、
商会代表及机关干部70余人
聆听了宣讲。

区工商联紧紧围绕全会
《决定》，结合我区经济社会发
展实际，从充分认识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大意义等5个方面
进行了宣讲。

最后工商联向全区非公有
制经济人士代表发出号召：全

区民营企业要把学习宣传贯彻
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迅速掀
起学习贯彻热潮。要把全会精
神转化为统一行动，牢牢把握
新时代工商联新使命，在积极
应对发展中的各种困难和挑战
的同时，以首善标准深化制度
建设、维护制度权威，不断筑牢
守护好绿水青山的制度根基，
当好“两山”理论守护人，绘好
门头沟绿水青山图。要不辜负
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希望
和重托，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
情，更加富有活力的创新精神，
共同谱写门头沟工商联事业发
展的崭新篇章。

由区工商联提供

根据北京市新闻出版局
下发的《北京市属新闻单位关
于2019年统一换发新闻记者
证的通知》要求，我台已对拟
申领记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
严格审核，现将我单位拟领取
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
示，公示期2019年12月13日
——12月22日。

举 报 电 话 ：69864970、
55569011。

拟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
名单：蔡森、李鹏、杨央、索朝
晖、韩晴、杜浩淼、闫菲、谭庆

雯、宋歌、陈喆、李盛楠、刘越、
付琳、赵云鹏、王正、蓝盛斓、
段云朝、高蕾、李季、耿伟、蔡
笛、李倩、黄彬、马燊、安琪、胡
金旺、苏燕平、康金洁、刘露
莎、靳晶、郭海涛、刘宇、乔焱、
穆慧、康小利、隗合民、张金
勇、白莫菊、王叶玉、周鸣嫣、
穆青、孙桂春、刘红波、杨国
栋、李磊、杨卫东、甄趁勇、徐
晓洁、刘长成、仲然、张淑梅、
张永庆、李阳、刘烨、吴杰、张
艳阳、李雪、高佳、郭历坤。
北京市门头沟区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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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凯）
今年，龙泉镇大力推进

“基本无违建区”创建工
作，全力清除辖区违法
建设，并结合百姓生活
需求，利用龙泉务村的
拆违空地，建设一处便
民停车场，解决百姓停
车难问题。

这处停车场位于村
口南侧，面积约3000平
方米，场内可容纳 200
辆小轿车。目前，停车
场已经正式投入使用，
村委会计划明年对停车
场实施提升工程，施划
停车线，增设路灯、电子
栏杆等基础设施。

“之前村里停的全
是车，道也窄，停车也不
方便，有时候只能停路
边，很麻烦。现在村里
拆了违建，还建了个停
车场，从环境来说提升
了不少，而且乱停车现

象也没有了，现在，大家
的车都停里面，特别
好。”一位刚刚停好车的
村民说。

据了解，今年，龙泉
镇按照“创建基本无违
建区”工作要求，以提升
地区人居环境为主要任
务，陆续对辖区内的拆
违空地进行提升改造。
截至目前，已拆除违法
建设 944 处，拆除面积
193068.28 平方米。新
建公园3处，新建停车场
3个、篮球场1个。

据龙泉镇综合执法
队李宏介绍“目前全镇的
违法建筑已全部清零，接
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加强
排查，严防新增违建，同
时结合百姓需求，以三家
店地区为提升重点，合
理建设停车场，便民公
园等公共设施，满足百
姓生活需求。”

本报讯（记者 耿伟）近
日，区市场监管局结合创建
全国文明城区和创建食品
安全示范区检查反馈结果，
围绕存在问题开展专项检
查。

执法人员对辖区内的
双峪菜市场、鑫源菜市场等
4家农贸市场进行逐一检
查，重点检查食品经营单位
的证照，从业人员的健康证
件，食品原料采购是否落实
索证索票、进货查验制度，
产品溯源管理是否到位，食
品储存条件、加工操作是否
规范，食品是否存在变质、
过期，以及经营场所的卫生
达标状况，并使用快速检验
设备对肉类产品进行抽查。

这次集中整治行动共
检查食品经营单位64家，
执法人员针对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现场下达7份责令
改正通知书，要求商户立即
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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