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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现在
来工商分局办事跟以前大不一样
了，变更登记、开具信用证明当天办
好，下载手机软件就能随时查询全
市企业注册信息……”近日，不少企
业在东城工商分局办理业务时，切
身感受到不同以往的“东城速度”。

记者从东城工商分局了解到，在
上半年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基础上，通
过精细化探索，进一步推出“变更登
记不往返、经营范围不死板、注册地
址不核查”等“十个不”新举措，全方
位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推动东城区
优化营商环境再领跑、再提速。

变更登记当天立等可取

“东城区新设企业登记只占注
册登记日常工作量的 20%，80%的工
作是变更登记，是登记注册最主要
的工作，而变更登记往往比新设企
业更复杂、工作量更大。”东城工商
分局登记科科长谭小兵说。

东城工商分局针对登记业务工
作中的“痛点”“堵点”和“难点”，全面
革新变更登记工作流程，实行“四岗
融合、审核合一”的变更登记工作制
度，极大地压缩变更登记业务时长。

记者在东城工商分局的办公大
厅看到，两台新设的自助取照机引人
注目。办理变更登记业务的企业，在
工作人员核实资料后，便可通过自助
取照机，直接打印新的营业执照。

“交过材料，才等了不到 30 分
钟，就能把新的营业执照打印出来，
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来回跑好几
趟。”弘真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
石晓娟拿着新打印好的营业执照说。

该措施的实行，实现了东城区
企业办理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等变更业务无需往返，营业
执照立等可取。变更登记时长从原来
的最少3天压缩至1天，比之前办理时
限缩短了66%，大大减少了往返次数。

对违法企业“过罚相当”

在市场监管工作中，东城工商
分局革新传统监管理念，强化企业
信用约束，实行“守法经营‘不打
扰’、轻微违法不教条、严重失信不
姑息”的监管工作新举措，为企业营
造了更加宽松有序的市场环境。

东城工商分局对违法违规行
为可责令改正的，未对消费者和市
场正常经营秩序造成实质性侵害
的轻微违法行为，首次发生先行责
改；对于违法行为轻微、主观恶意
不明显并及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
果的，依法从轻、减轻或不予行政
处罚，确保“过罚相当”。此外，还
严格执行“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及
时 向 社 会 公 示 违 法 失 信 企 业 信
息。对严重和故意侵害消费者权
益、扰乱市场秩序、侵害公共利益、
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经营者，
依法从重从严处罚。

APP随时可查企业档案

在东城工商分局推行“档案查
询不出门、服务企业不止步”的服
务新举措后，企业可以直接通过

“企业登记信息材料远程查询服务
平台”实现登记注册数据自助查
询，社会公众可通过扫描二维码，
安装“企业档案查询”APP，随时随
地查看全市企业登记注册信息，大
大方便简化了查询功能，提高了数
据利用率。

“十个不”助东城
优化营商环境再提速
企业变更登记立等即取，对守法经营企业不打扰

【“十个不”新举措】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记者近
日从东城区红十字会获悉，东城区红
十字会近期已与内蒙古阿尔山市、乌
兰察布市化德县以及河北崇礼三地
红十字会全部完成对接，并根据当地
实际，制定了个性化的帮扶方案，下
一步将分三年，实施总计 135 万元的
对口帮扶项目。

签约设立对口帮扶项目

8 月 29 日至 9 月 1 日，东城区
红十字会秘书长孙凤茹带队赴阿
尔山市考察对接京蒙帮扶工作。
经充分调研考察，两地红十字会签
署了《2018 年-2020 年三年对口帮
扶合作协议》，设立了“博爱助困”
对口帮扶合作项目及红十字应急
救护工作对口帮扶方案，明确了东
城区红十字会将连续三年每年提
供 15 万元资金，其中，10 万元用于
救助阿尔山市建档立卡的学龄前
儿童、重特大疾病、家庭病床及因病
特困等群体，5 万元用于帮扶阿尔山
市5处景区建立应急救护站和开展应

急救护急救员培训。

走访慰问建档立卡贫困户

东城区红十字会一行先后深入
白狼镇、五叉沟镇、明水河镇、天池镇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了走访慰
问。为天池镇家庭病床建档贫困户
宋振君送去慰问金 3000 元，为白狼
镇因病特困建档贫困户包玉山送去
慰问金 2000 元，为五叉沟镇家庭病
床建档贫困户王发送去慰问金 3000
元，为明水河镇西口村学前儿童建档
贫困户邵妍送去慰问金 1000 元，并
为每位贫困户购买了食用油、牛奶、
饼干、蛋糕等。

对5个急救站逐步投入设备

同时，东城区红十字会一行还考
察参观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建立的
应急救护站项目，座谈交流了紧缺急
救物品情况和急救站工作情况；深入
玫瑰峰、口岸、奥伦布坎、白狼峰、好
森沟等地，对拟建的 5个应急救护站

进行了实地调研考察，为景区急救站
举行了挂牌仪式，双方就景区建设提
质升级，开展工作人员应急救护培
训、完善应急救护工作等有关事项与
景区负责人进行沟通交流，本着尽红
十字会所能、帮助景区救急所需的原
则，确定利用三年时间对上述 5个急
救站点逐步投入急救设备、培训急救
人员，不断完善和提升景区急救站。

与内蒙古化德完成帮扶对接

9 月 4 日至 6 日，东城区红十字
会副会长吴国强带领相关部门工作
人员赴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化
德县开展对口帮扶工作。此行已是
东城区红十字会 7 天内的第二次与
内蒙古对接。

据东城区红十字会与化德县红
十字会签订的对口帮扶协议及“博爱
助困”项目方案，从今年开始至 2020
年，区红十字会每年将为化德红十字
会提供 15 万元帮扶资金用于化德县
红十字会开展助困、能力建设等帮扶
活动。

对口帮扶

区红会3年对口帮扶三地135万元
完成对接河北内蒙古帮扶工作，将打造个性化救助方案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 通讯员
刘满清）近日，东城城管在对百荣世
贸商城的盒马鲜生、呷哺呷哺、吉野
家等知名餐饮单位进行检查时，发现
部分餐饮单位后厨仍旧存在餐厨垃
圾和生活垃圾收纳于同一个垃圾桶
的现象。对此，城管部门立即约谈企
业，若拒不整改将面临最高 5万元的
罚款。

城管队员来到盒马鲜生购物商
场内，在亮明身份后，跟随工作人员

走进熟食加工后厨间。城管队员在
戴好一次性手套后，从一个灰色的餐
厨垃圾桶中拿出一个白色的塑料瓶
和一些塑料薄膜，桶中还装有不少制
作海鲜产生的厨余垃圾。

面对后厨间内餐厨垃圾和生活
垃圾混放的状况，工作人员解释，由
于缺乏餐厨垃圾分类存放的意识，垃
圾桶配备不齐，就图方便省事，便将
所有的垃圾放在同一个垃圾桶内。

“如果将餐厨垃圾和生活垃圾混

放，不仅会导致餐厨垃圾随着生活垃
圾进入城市生活垃圾终端处置设施，
还会对现有的填埋和焚烧终端处置产
生危害。”该城管队员说。随后向店长
开具谈话通知书，要求其立即整改。

据了解，近一个月以来，东城城
管共检查辖区餐饮单位 760 家，立案
查处餐厨垃圾混放、违规收运等行为
27 起，共罚款 33700 元。接下来，东
城城管将继续加强对餐厨垃圾规范
化存放和收运环节进行检查。

餐厨垃圾混放 东城城管约谈盒马鲜生

优化营商环境

扫描二维码下载APP，可自主查询企业信息。 通讯员 何筱强 摄

东城城管队员在百荣世贸商城的盒马鲜生检查，发现餐厨垃圾和生活垃圾收纳于同一个垃圾桶。 通讯员 刘满清 摄

本报讯（记者 王慧雯）9月
12日下午，东城区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行动启动仪式在东直门
中学举行。东城区教委、东城区
卫计委联合制定的《东城区儿童
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方案》正式
发布。

方案显示，东城区将多举措
预防降低儿 童 青 少 年 近 视 比
率，严禁学生带电子产品上课，
教师使用电子产品教学时长，
原 则 上 不 超 过 教 学 总 时 长 的
30%，保证幼儿每天 2 小时以上
户外活动。

据了解，东城区还将制定督
导考核办法，建立奖惩机制，对学
生视力不良检出率连续三年上升
的学校予以问责；对取得优异成
绩、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
个人给予表扬。

预计到2023年，我区力争中
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在 2018
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 0.5 个百分
点以上。2030年，全区儿童青少
年视力健康将整体水平显著提
升，基本达到国家标准。

我区启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行动，严控“小眼镜”近视率增长幅度

“小眼镜”连增3年将问责学校
新
政
亮
点

学校课业 小学书面作业完成时间禁超60分钟

方案明确，全区各校要严格按
照“零起点”正常教学，小学一二年
级不留书面作业，三至六年级书面
作业完成时间不得超过 60分钟，初
中不得超过 90分钟，原则上采用纸
质作业。

小学一二年级考试每学期不得超

过一次，其他年级每学期不得超过两
次，严禁考试成绩排名、规范录用途径。

义务教育阶段平均每天一节
体育课，确保每天体育锻炼一小时
的实效性。鼓励学生在课间午间
休息时间走出教室，增加户外活动
时间，缓解眼睛疲劳。

方案称，学校严禁学生将电子
产品带入课堂。倡导教师用传统
板书教学，控制使用电子产品开展
教学时长，原则上不超过教学总时
长的 30%。

各校每天眼保健操不少于两
次，每学年开展一次眼保健操比
赛。教师指导学生养成良好用眼
习惯，保持正确读写姿势，监督并
提醒学生遵守“一尺、一拳、一寸”
要求。书写板书要清晰可辨，大小

适当；教学课件字体不小于24号。
学校要每学年开展一次视力

保护相关的健康教育，支持鼓励
学生成立健康教育社团；开展护
眼交流，发挥榜样力量；通过绘
画、校园剧等形式宣传爱眼护眼
知识。

学校采光和照明符合相关国
家标准。每月轮换一次学生座位，
每学期根据学生身高调整课桌椅
高度。

教学环境 电子产品教学时长禁超总时长30%

据区中小学生卫生保健所所长
高爱钰介绍，各家医院将组织多名
眼科专家走进我区校园，对学校教
师、学生及家长进行青少年近视防
控讲座及视力筛查，提供各种眼病
咨询及专业治疗指导，通过普及科
学用眼知识，让更多教师、学生、家
长及各界人士都行动起来，重视早
期视力保护，做到科学防控近视，关
爱孩子眼健康。

此外，东城还将成立儿童青少年

近视防控工作专家库，聘请眼科医疗
专业资深专家，高校知名学者进入专
家库，对本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
作提供咨询辅助和技术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同仁医院要面
向教师和校医开展有关早期发现和
判断视力不良、眼外伤的预防和早
期处理等内容的培训。定期（每月）
进一所学校进行眼健康科普宣教和
视力筛查，发现视力不良学生进一
步转诊进行诊断治疗。

方案称，我区各托幼机构将严格
落实 3 至 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严禁“小学化”教学，保证儿童每天 2
小时以上户外活动，控制使用电视、
投影等设备的时间，开展视力保护健
康教育和干预活动，鼓励有条件的园
所开展视力筛查，建立视力档案。

严格落实0-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
力检查工作要求、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制
度。建立学生健康档案信息化管理平
台，提高学生健康体检数据处理的自动
化水平和综合利用力度。开展视力分
管理，重点加强远视力为5.0者的管理，
建立班级管台账，及时向家长反馈。

托幼机构 保证幼儿每天2小时以上户外活动

医教结合 眼科专家将走进校园筛查视力

登记注册：变更登记不往返、经营范围不死板、注册地址不核查、容缺材料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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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企业：档案查询不出门、服务企业不止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