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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当天，记者一行来到西打
磨厂，实地查看了市政基础设施升
级改造、环境综合整治、业态植入等
情况。随后，记者们来到长春别墅，
结合沙盘了解前门东区整体规划情
况；走进三里河地区，参观前门三里
河及周边区域水穿街巷、河道治理、
绿化美化；最后来到草厂地区探访
草厂重点风貌保护区以及小院议事
厅，了解社区工作情况，并就胡同改
造、环境整治为百姓生活带来的变
化等问题，对相关负责人及居民进
行了采访。

金秋九月，沐浴在阳光中的西打
磨厂街焕发着新生机。清末的老院
落被融入镂空挂檐板、西式隔窗等近
现代装饰元素；民国时期的一家老医
院加入山水元素，成为独具特色的

“和院”；临汾会馆旧址经过“原材
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的修缮，
以“北京会馆文化陈列馆”的新颜成
为展现北京会馆文化的“活化石”。

据天街集团大前门公司总经理
姚文国介绍，为了让老旧院落适应
现代人生活，前门街道请来多位国
际知名设计师，按照“修旧如旧”的

方式，坚持“原材料、原形制、原工
艺、原做法”的文物保护原则进行修
缮。修缮后的西打磨厂街引入了文创
公司、网红咖啡厅和民宿等元素，亦静
亦动，亦古朴亦现代，相得益彰，丰
富多彩。

走进三里河，绿草环绕、果树成
林，生机盎然，引得记者们不时驻足
欣赏。8 个月的时间，通过水系治
理、生态修复、院落修缮、植草绿树
等改造工程，一条带有京味儿的厚重
与江南水乡灵秀的三里河，犹如一条
游龙倏然坐落在街巷之间，赋予了前
门地区“水穿街巷、庭院人家”的美
丽景象。

“我经常吃完饭带着老伴儿一起
来三里河遛弯儿，家门口有了这么好
的景色，我们都觉得特别幸福。”家
住草厂胡同六条的王先生说，不少
搬走的老街坊们有时候也会回来故
地重游，大家都感叹现在生活环境的
变化。

记者们走进草厂地区，古朴的老
胡同里，灯柱样式还原成木质灯杆，
简洁且保持了原汁原味的历史气息；
改造后的公厕安装了新风系统、除

味、除蚊蝇和地暖设施，居民从此告
别了难以启齿的如厕问题；每隔几
米专为宠物设计的便便箱，方便居
民随时清理宠物粪便。胡同变化，
随处可见。

随后，记者们来到小院议事厅，
了解居民自治和社区工作。草厂
社区党委书记朱耿亭介绍，小院议
事厅成立于 2012 年，现有成员 22
人，由社区常委会委员、胡同居民
组长和社区居民代表组成。议事
厅在居委会的指导下，对关系居民
切身利益的问题进行协商共治，通
过议事厅自我提出、自我讨论、自
我解决，形成民主参与、民主监督、
民主决策。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胡同里
的变化都历历在目。改造之前，胡同
里上有架空线，下有坑坑洼洼的路
面，年纪大的人走起来都怕摔跤。
现在，天开阔了，胡同路面也修平坦
了，解决了困扰我们居民的实实在
在的困难。”家住草厂六条的 79 岁
居民孙振西感慨道：“现在我们的生
活环境变得这么好，我真是打心眼
儿里高兴。”

50余家中外媒体
探访前门东区

修缮后的西打磨厂街焕发新生机，草厂地区新型社区治
理取得成效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近日，记
者从区市场监管局获悉，今年，我区
推进“企业注册便利化改革”，企业登
记注册效率显著提升，截至 8 月，新
设市场主体同比增长 19.57%，市场
活力进一步增强。

企业开办
审核从5天缩短至3分钟

据了解，自今年 1 月“北京市企
业登记 e 窗通服务平台”正式开通
以来，我区积极制定工作方案统筹政
策实施，通过“一提二优三服务”，即
提升审批效率、优化窗口配置、优化
审批流程、延时服务、容缺受理服务、
全程帮办服务等方式，进一步压缩新
开办企业的平均核准时间。

“目前，我区新设企业营业执照
审核时间基本压缩至 1小时以内，平
均审核时间为 20 分钟，其中耗时最
短的企业从提交申请到获得核准仅
用了 3 分钟。”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

员介绍，这在过去要用5天时间。
同时，工作人员介绍，我区首创

“现场开立企业银行账户”增值服务，
打造了全市首例只进政务服务中心
一扇门，营业执照、公章、发票和银行
开户一天全办好的企业开办案例，全
程仅需3小时。

企业变更
审核合一即时取照

“我来办理企业变更，现场提交
材料后，营业执照没过多久就下来
了，不用像以前一样还要来回跑好
几趟了。”一位企业负责人在提交材
料没多久后，当场就拿到新的营业
执照。

据悉，为方便企业办理变更手
续，区市场监管局经过调研验证，推
出了“四岗合一，即时取照”制度，将
变更登记流程中的“受理、核准、打
照、取照”四个岗位合为一体，全程由
同一登记人员受理、审查、核准，并提
交至打照环节。

“变更制度改善后，实现了营业
执照立等可取，大厅企业人流量缩减
近 50%，压力有效缓解。”区市场监管
局工作人员说道。

目前，市场监管局进一步扩大

“变更登记”直核范围，除需履行实质
审查或少数极复杂的情形外，95%以
上的变更业务只要材料齐备即可实
现“一次办结、立等可取”，业务办理
时长由3天缩短至“即时取照”。

简易注销
开通绿色通道即来即办

“注销手续繁琐、公告时间长、来
回跑、多部门跑”，一直以来都是企业
退出市场时反映的突出问题。据了
解，为解决企业注销难题，区市场监
管局根据北京市相关政策，自主制定
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城分局
个体工商户简易注销登记暂行办
法》，开展个体工商户简易注销登记
工作的试点工作。

同时，我区建立了“绿色通道机
制”，落实简易注销，企业无需预约，
即来即办。截至 8月底，我区今年累
计通过简易注销程序进行注销的企
业共325户。

据了解，接下来，区市场监管局
将全面推广全程电子化登记，提高

“零见面”比率，推进政务服务“一网
通办”工作和三级政务体系建设，实
现网上办事事项比率达到 100%，进
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企业开办、变更、注销全方位便利化，我区市场活力进一步增强

今年新设市场主体
同比增长近两成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近日，记
者从区统计局获悉，自 9 月 15 日起，
东城区 2019 年人口抽样调查已进入
入户摸底阶段，共涉及 17 个街道，58
个社区，3 万人左右。从 11 月 1 日至
15日为调查的入户登记阶段。

11月1日至15日入户登记

本次人口抽样调查的标准时间
为 2019 年 11 月 1 日零时，从 11 月 1
日至 15 日为调查的入户登记阶段。
与去年一样，仍采用 PDA 数据采集
设备进行入户登记，现场填报信息。

据了解，本次调查对象为抽中
调查小区内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籍的人。具体调查对象包括 2019 年
10 月 31 日晚居住在本户的人以及

户口在本户，但当晚未居住在本户
的人。同时，将对抽中调查小区内
2018 年 1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死亡的人口，进行《死亡人口调查
表》登记。入户调查时将现场填报
信息，包括住户情况、人口状况、迁
移流动、文化教育、就业失业、婚姻
生育、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情况。
调查以户为单位进行，家庭户、集体
户均包含在内。

调查员入户均佩戴证件

据悉，调查员入户时，均佩戴调
查员证，并会向被调查户发放《致被
调查户的一封信》。被调查户应根
据调查指标如实填报调查信息，如
果申报人对家中成员信息掌握不

准确或长期不在抽中调查小区内
居住，应及时与社区、调查员联系，
预约再次上门登记时间或预留联系
方式。

调查人员将郑重承诺：严格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
定。对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推
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不
对外提供、泄露，不用于调查以外的
目的，严格履行保密义务。

据区统计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进行人口抽样调查能为各级政府更
好地服务百姓生活，更好地做好就
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工作
提供重要支持。因此，为保证调查数
据真实、准确、完整，希望广大市民积
极配合，据实填报调查项目，尽到一
个公民的义务。

我区人口抽样调查11月入户登记

9月23日 第三届“安全小达人”启动宣教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9月23日，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主办，东城区教
委、东城区应急管理局、北京少年报承办的第三届“安全小达人”系列宣教
活动，在史家小学分校启动。史家小学分校学生代表向全区小学生发出倡
议，希望同学们能够关注安全，在学习、生活中一定做到“安全第一”。

据介绍，“安全小达人”系列宣教活动旨在引导学生通过参与绘画、剪
纸活动、表演安全节目等活动，将“安全第一，让世界更美丽”的意识充分融
入到师生们的生活中，加强学校校园安全文化建设，提高小学生安全防范
意识和能力，为在校的广大师生创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10月7日上午，随着一声清脆的锣声，建国门街
道赵家楼东总布社区重阳环保市集正式开市。市集以敬老和环保为主题，
使社区老人实实在在感受到节日快乐。

环保市集共包括花糕体验、重阳笔会、为老服务、环保宣讲、垃圾分类、
零废弃游戏、二手物品交换等内容。由社区志愿者承办的花糕体验项目成
为市集的超人气摊位，老人们围在一起，一边学习花糕制作方法，彼此交换
祝福，摊位上不时响起阵阵笑声。此外，“重阳笔会”、便民服务队的为老项
目也吸引着众多老人的关注。

市集也引来不少社区小朋友和家长的注意。来自社区“自然之友小羚
羊宣讲团”的孩子们在市集上，用真实的案例讲述环保故事，为社区居民普
及环保知识。

10月7日 赵家楼社区环保市集开市

本报讯（记者 李滢）9 月 23 日，安定门街道国旺社区举办健康知识讲
座，弘扬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倡导老年居民树立文明健康的生活
方式。

讲座以养生和膳食为主题，邀请东城中医医院中医内科主任医师刘广玲
担任主讲嘉宾，从养生保健理念和如何养成科学的膳食方式两方面着手，
讲解中医保健养生的知识和方法，以及慢性病的概念、分类及注意事项。

中医讲座为老年居民送健康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9 月 29 日，天坛街道组织归国华侨、侨眷、少数
民族、新阶层等统战人士开展了“九九重阳 情满天坛”烘焙活动。

有老同志看到现场有乐器，提议唱一首《我和我的祖国》，参加活动的
20余名统战人士自发站成两排，齐声歌唱。活动现场一面心愿墙分外引人
瞩目。在浓浓的节日气氛下，大家纷纷在心愿墙上写下自己对祖国的美好
祝福。在做蛋糕环节，大家边聊边在专业蛋糕师指导下，做起蛋糕。

天坛街道侨联主席廖胜东说，为了让在海外工作、生活的侨胞对家人放
心，在国庆、重阳到来之际，天坛街道还对侨眷开展了走访慰问活动，为他
们送去节日的关心和祝福，也让他们真正体会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天坛街道烘焙活动慰问侨胞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10月7日，东直门街道胡家园社区党委开展“度
重阳 庆金婚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邀请社区20对金婚、钻石婚老龄夫
妇，举行集体金婚仪式，共度重阳节。

“哇！这是 63 年前的结婚证书啊！”90 多岁的韩旭曾、李希姑夫妇拿出
两张“古董”证书，引起现场的年轻志愿者们惊叹。活动现场，来自胡家园
社区的20对金婚、钻石婚夫妇，走上舞台举行金婚仪式。老人们回忆起几十
年风风雨雨，携手走过的时光，在鲜花和掌声中，记录下人生中的美好时刻。

此外，社区内的居民艺术团体和文艺爱好者也为老人带来文艺节目，送
上节日问候。活动最后，胡家园社区的晚情缘志愿者们与社区工作人员共
同入户慰问高龄独居的老人，为他们送上点心和节日的祝福。

20对老龄夫妇共庆重阳

国庆前夕，按照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统一组织，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50
余家媒体记者来到前门地区，对前门历史街区的城市更新情况与新型社区治理的
探索实践等进行主题采访活动。 记者 刘旭阳

9月29日

学生在环保市集摆摊，进行二手物品交换。 通讯员 徐雅丽 摄

文艺爱好者为老人们表演节目。 通讯员 陈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