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本周排名本周排名本周排名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

永定镇 98.6 1
大峪街道 97.9 2
潭柘寺镇 97.2 3
龙泉镇 96.5 4
城子街道 96.4 5

东辛房街道 95.8 6
军庄镇 95.4 7

其他地区

大台街道 98.6 1
斋堂镇 98.2 2
清水镇 97.9 3
妙峰山镇 97.5 4
王平镇 97.2 5
雁翅镇 96.8 6

街道名称街道名称街道名称街道名称 浓度浓度浓度浓度 区浓度排名区浓度排名区浓度排名区浓度排名 市浓度排名市浓度排名市浓度排名市浓度排名PM2.5

城子街道 45 1 101
永定镇 41 2 146

东辛房街道 40 3 158
大峪街道 40 3 158
龙泉镇 40 3 158
潭柘寺镇 39 6 171
军庄镇 37 7 190
王平镇 36 8 201
斋堂镇 36 8 201
雁翅镇 36 8 201
大台街道 35 11 213
妙峰山镇 30 12 262
清水镇 28 13 278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镇镇镇镇////街街街街
镇级河长镇级河长镇级河长镇级河长

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

村级河长村级河长村级河长村级河长

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

镇镇镇镇、、、、村河长发村河长发村河长发村河长发

现问题整改率现问题整改率现问题整改率现问题整改率

第三方发现问第三方发现问第三方发现问第三方发现问

题数题数题数题数（（（（上周上周上周上周））））

第三方发现问题第三方发现问题第三方发现问题第三方发现问题

整改率整改率整改率整改率（（（（上周上周上周上周））））

镇镇镇镇、、、、村河长村河长村河长村河长

发现问题数发现问题数发现问题数发现问题数
1 大峪街道 100%

村级河长巡河

率考核不包含

社区级河长

0 — 0 —

2 城子街道 100% 0 — 0 —

3 东辛房街道 100% 2 100% 0 —

4 大台街道 100% 0 — 2 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0 — 4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1 100% 3 0%

7 龙泉镇 100% 100% 0 — 2 100%

8 军庄镇 100% 100% 0 — 3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0 — 3 66%

10 王平镇 100% 100% 0 — 3 66%

11 雁翅镇 100% 100% 0 — 6 100%

12 斋堂镇 100% 100% 0 — 4 0%

13 清水镇 100% 100% 0 — 4 0%

100% 100% 3 100% 62%14141414 全区合计全区合计全区合计全区合计 34343434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1月3日-9日
镇街PM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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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份第1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1月份第二周(1.6-1.12）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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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区市场监管局积极
落实区委、区政府减税降费政策，
消化吸收“门创30条”“高精尖19
条”优化营商环境等系列行动计
划，五项举措助力企业走上“高速
路”。我区新设立企业量一直处于
稳定的增长趋势，新开企业增量较
为稳健。

一是广泛普及政策理论，宣传
培训靶向化。对优化营商环境系
列文件中工商登记政策进行单独
宣传培训，通过组织及参与培训9
场，共传达到43个单位、13镇街、
7 家银行机构、19 家中介机构、
200 余家企业，共培训人数约 720
人。利用网络媒体，今日头条、千
龙网、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宣传

“9+N”政策 2.0 版工商相关政策，
发布原创及转载相关图文报导等
10 余篇。接受两家媒体采访，利
用电视电台渠道宣传相关政策。
在传统纸媒《京西时报》等报纸刊
登政策宣传文章。在办事大厅、各
工商所大厅滚动播放宣传材料及
视频。为石龙科技园区内企业发

放最新宣传材料，讲解企业开办相
关政策及办事流程，让园区企业了
解、知晓、参与到优化营商环境
中，共同推进营商环境再优化。

二是大力推广“e窗通”，证照
办理智能化。新版“e窗通”上线，
实现全流程网上“一窗受理”，企业
只需根据需求勾选要办理事项后，
系统会智能引导申请人填报所需
全部信息，实现开办企业1天内一
次性领取执照、公章和发票，通过
审批后，可立即获得一张载有市场
主体身份信息的电子营业执照，与
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2019 年，我区已有 4755 户企
业通过新版“e 窗通”申请设立登
记，其中，4397 户申请刻制公章，
209户涉税事项登记，75户银行预
约开户。

三是成立“企业服务站”，企业
开办便利化。会同区政务服务局，
经过前期职能会商、工作筹备、业务
培训，成功协调区内建设银行、农商
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
行、邮政储蓄银行、北京银行七家银

行，在各银行网点设立了9个“企业
服务站”，推行实现“联动办、就近
办、上门办”服务。既能为企业提供
便利，又能够为银行提供客户，同
时，借助银行网点可以扩大政府部
门服务和政策宣传范围，做到为企
业服务“前移一公里”。

四是优化注销操作流程，企业
退出简易化。领取营业执照后未开
业、申请注销登记前未发生债权债
务或者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的有
限责任公司、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等均适用简易注销登记程序，适用
范围进一步扩大；企业通过简易注
销登记程序办理的，可通过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系统免费公告，公告时
间由 45 天（自然日）压缩为 20 天
（自然日）；建立容错机制，畅通简易
注销登记渠道，一些不适用简易注
销程序的，待异常状态消失后，允许
企业再次依程序申请简易注销登
记。对于因承诺书文字、形式填写
不规范的企业，登记机关在企业补
正后予以受理其简易注销申请。
2019年，已有703户企业发布简易

注销公告。
五是主动上前一步服务，证照

办理集约化。区市场监管局牵头相
关部门主动联系购物中心，组织“移
动政务站”和七家银行“企业开办志
愿者”上门服务，进驻长安天街购物
中心，提供“多证联办、一次办好”以
及线上“百事套餐e窗办”提供的24
类100多个主题服务产品，让155户
企业像点餐、网购一样方便，为商户
一次性快速地获得所有证照。

截至2019年 12月 31日，我区
实有市场主体44935户，同比增长
9.1%；新设市场主体7008户，同比
增长30.33%；第三产业新设立企业
数量最多，标志着辖区经济正逐步
向以服务经济为主题的第三产业为
主导的现代化产业结构优化。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以绿
色发展为引领，对标“京西聚智计
划”，以落实优化营商环境3.0为契
机，严把市场准入关，因地制宜打
造资源节约、高附加值、循环永续
的山地经济。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我区五项举措优化营商环境

一起到“鼠”！2020北京台春晚重磅发布

金猪摇尾辞旧岁，玉鼠探头迎
新春。2019年12月28日，由度小
满金融独家特约赞助播出的2020
年北京广播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新
闻发布会在北京电视台阳光大厅如
约举行。作为已经连续六年蝉联收
视和互联网指数冠军的北京台春
晚，2020年将继续致力于讲好中国
故事，立足大时代、新起点，站在首
都北京的基点，面向全国全世界，以
高站位、全视野、精设计、巧结构为
创作方向，传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民族梦想的宏大叙事与百姓生活情
感的共振。

2020年是农历庚子鼠年，对于
走过70年风雨历程的新时代中国
来说，是蓝图化为现实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一年。2020年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
年，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

“十四五”良好开局打下更好基础的
关键之年，是小康年，也是幸福年。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点上，北京台春晚将以“数你最
幸福”为主题，继续分享祖国的华
彩、人民的喜悦、家的温暖，为观众
奉上一场唯美与感动、喜庆与精彩
并存的“专属盛宴”。北京广播电视
台党组书记、台长李春良,北京广播
电视台副总编辑徐滔与北京台春晚
的各界合作伙伴参加了发布会，本
次活动由北京台著名主持人春妮、
曹扬和演员曹云金共同主持。

青春代言人畅谈幸福 官方海报
创意十足

2020北京台春晚邀请到了“战
无不胜”的肖战和“紫气东来”的杨
紫作为代言人。

活动现场，2020北京台春晚的
宣传片、宣传海报也一一亮相。两
位青春活力的代言人一起送福字、
挂灯笼充满年味儿主题的海报，还
有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为背景的秋
千海报，以及神笔一挥就惊喜纷至
的礼物海报……不仅洋溢着温馨、
幸福、团圆、喜庆的氛围，也充满了
十足的创意和趣味。

三维立体 LOGO创意炫酷 春
晚衍生品花样多多

今年北京春晚的 logo设计以
“动感、前进、喜庆、奔放、温暖”等词
为创意思路出发点，结合“鼠”的生
肖元素进行了创作，既稳重又张力
十足。

2020的年份数字设计中，巧妙
的融入了生肖老鼠和雪花车轮的形
象，整体宛如乘车飞奔的状态，寄托
了对2020年全面启程的美好期待，
也增加了 logo的动感。憨态可掬
的老鼠为logo增添了可爱、活泼、
富态的特点。“春节联欢晚会”6个字
整体刚劲有力、如飘带般动感的字
体笔画处理体现了节日联欢的特
点。金属质感的红色背景造型由向
上的飘带延展而来，加上传统祥云
花纹的雕刻，既使得logo更有整体
性，又增添了丰富的文化韵味，使传
统元素与现代三维的表现手法达到
完美结合。

近年来，北京台春晚还有另外

一个备受追捧的热点——“春碗”系
列衍生品。“家有春碗，幸福圆满”，
这句话已经深入到无数观众的心
里。每一款春碗都是做工精美，且
极具文化价值、收藏价值和增值潜
力。2020年北京台推出第四代“春
碗”——手工花丝景泰蓝春碗。碗
面上的《九鱼图》出自《诗经·小雅·
天保》，九条鲤鱼在水中嬉戏，各具
神态，整个画面静中有动，充满着一
种向上的力量，象征着步步高升。

“九”取“久”之意，代表长长久久。
横亘于碗身中部的金腰封可谓是设
计的点睛之笔。腰封上的宝相花、
如意和海水，在细节中尽显匠心，寓
意万事顺利、吉祥如意。北京台手
工花丝景泰蓝春碗的制作者是两位
中国顶级的工艺美术大师：张同禄
和赵春明。

金牌主创团队“保驾护航”首批
公布阵容“诚意满满”

2020北京台春晚的总导演，依
然是观众熟悉的老朋友——秦峥。
这是秦峥第五次执导北京台的春
晚，也是他和他的团队自 2018 年
起，连续第三年打造北京台春晚。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收官之年的幸福年里，北京
台春晚创作团队也在为把最美好的
幸福感呈现给全国的电视观众而努
力。发布会现场，秦峥透露了2020

北京台春晚的首批演员阵容以及节
目亮点，听起来已然令人感到幸福满
满。满载春晚记忆的倪萍将和一众
老友迎来一次特殊的聚首；张国立、
王刚、张铁林这江湖人称的铁三角，
或将再上演一次君臣斗。当然，还有
一众北京台春晚的老友，比如冯巩、
郭冬临，还会如约而至；宋小宝去年
在北京台春晚相亲，成功促成了林志
玲的婚事，今年他又会把谁嫁出去
呢？春天养老院的老几位，今年是不
是都能找到各自的幸福……所有的
这些，都将在2020年的北京台春晚
得以揭晓。此外，永远可以一开口
就嗨翻全场的大张伟，甜美可爱又
活泼率性的小仙女郑爽，以及引发

“Pick”热潮、拥有无限可能的火箭
少女101也将现身2020北京台春
晚舞台。近年来，北京台春晚总会
打造一些经典的怀旧桥段，前年百
花四美陈冲、刘晓庆、张瑜、斯琴高娃
惊艳合体，去年《我爱我家》温暖重聚
都赚足了观众眼泪，那么今年的惊喜
又是什么呢？虽然导演现场卖起了
关子，但也同时保证，这个环节依然
绝对承载了大家共同的美好回忆，让
我们拭目以待。

2020年北京广播电视台春节联
欢晚会将延续以往的传统，于大年初
一（2020年1月25日）19:30，在北
京卫视、BTV文艺频道同步播出。

区医院聚焦老年患者
提升救治水平

区环卫中心以雪为令
全力打造安全、清洁城市环境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区
医院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签
署协议，加入国家老年疾病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国家老年急诊联
盟，成为全区首个加入该联盟单
位成员。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目前，老
年患者已成为急诊科主要的就诊
人群，在疾病特点、诊疗过程和治
疗效果都有别于其他患者。国家
老年急诊联盟的建立，将为老年
患者与急诊救治搭建更好的桥梁
与平台。

区医院急诊科主任李志民
说：“区医院将与国家老年医学中
心一起，针对老年急诊患者的诊
疗需求，搭建老年急诊危重症患

者诊治与管理的国家级科研平
台，在临床研究、学术交流、人才
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开展合作，
推广普及老年急诊相关的诊疗规
范和技术指南,提高老年急诊患
者的救治和管理水平，惠及辖区
及周边地区老年人，为老年患者
提供更为便捷、高效、优质、安全
的医疗服务。”

据了解，国家老年急诊联
盟于2019年 11月 17日正式成
立，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
诊科牵头组建。首届联盟单位
成员包括协和、中日、人民和北
医三院等36家医院，联盟的成
立，将不断提升老年急诊患者的
抢救诊治水平。

城子街道治理冬季白色污染
本报讯（通讯员 吕硕）进入

冬季以来，大风天气增多，白色污
染物（树挂）较多，为进一步提升
辖区环境秩序水平，减少环境污
染，城子街道在全辖区范围内开
展白色污染专项整治行动。

开展源头治理。各社区对
拆迁工地、背街小巷、“窝风”死
角等白色污染易滞留的地域进
行逐一排查，发现问题及时整
改，强化源头管控。狠抓责任落
实。辖区各单位、各社区全面落
实环境卫生责任制，做好“门前

三包”管理,切实做好责任区域
内的白色污染治理工作。截至
目前,共发动人员400余人次，
清理白色垃圾60余公斤。

营造宣传氛围。各社区加
强宣传,利用宣传栏、电子屏、微
信公众号等多种形式宣传教育
群众，杜绝乱扔乱倒垃圾行为，
开展宣传活动，营造全员参与的
社会氛围。做好应急处置。遇
有大风天气时，保洁人员全员上
岗捡拾清除白色污染，做到风不
停，清除工作不断。

本报讯（通讯员 薛楠）1月5

日晚间，我区迎来新一年的首场

降雪，此次降雪量相对较大，为

方便市民出行，区环卫中心全体

职工以雪为令，彻夜奋战，及时

启动扫雪铲冰应急预案，全力打

造安全、清洁的城市环境。

为防止雨雪天气造成的路

面结冰，区环卫中心应急队伍、

全部融雪设备在第一时间错峰

出动，从降雪开始，在各主要路

段展开融雪作业。山区路段，气

温相对较低，区环卫中心采取人

工、机械相结合的作业模式，全

力扫清路面积雪，确保人员、车

辆出行安全。经过彻夜奋战，全

区各主要干道均以打通。

截至6日清晨，区环卫中心

累计出动各类作业人员共计428

余人次，出动多功清扫车、融雪

车等作业车辆108余车次，开展

巡回检查18次。

下一步，区环卫中心将继续

监测区域范围内降雪情况的变

化，随时调整人员及作业设备，

积极做好雪后环境恢复工作，排

清背街小巷积水，合理有序将步

道、车道清理干净，擦拭过街天

桥、安全护栏，力保全区环境清

洁、亮丽。

助力企业走上“高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