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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1706 个服务事项
“
一扇门”受理
朝阳区政务服务中心开设 24 小时智能自助服务区
随着 安 监 、 民
政、消防、水务等部
门的相继进驻，朝
阳区 46 家委办局
已全部进驻区级
综合大厅及部门专
业大厅。 北京晨报
记者昨日获悉，本
月底前，1706 个与
企业和群众生产生
活息息相关的各类
行政许可、 社会保
障等服务事项实现
集中进驻， 实施集
中办理。

18 款纯电动环卫车亮相

“跑多门”变“跑一门”

目前，朝阳区发改委、住建
委、旅游委、园林绿化局、消防支
队等 46个部门已全部集中进
驻区级综合大厅及部门专业大
厅 ，1661个 服 务 事 项 完 成 进
驻，实施集中办理。月底前，朝
阳区将完成区级服务事项的全
部进驻。
“为了给企业和群众提供‘集

成式’和‘一站式’服务，我们对与
企业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
事项进行摸底统计，推动高频事
项进驻区级综合大厅和部门专
业大厅。”朝阳区政务服务办相
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以前企业或群众办
理有关事项，要奔波于各部门之
间。如开办餐厅，企业人员需要

分别到工商、税务、卫生等部门，
办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卫生许
可等证件，各部门不在同一个地
点，企业办事人员办理证照既费
时又费力。区级政务服务事项集
中进驻，则让企业、群众办事从以
往“跑多门”变为只进“一扇门”，
企业或群众一次可同时办理几
件事项。

346 个高频事项设综合窗口

朝阳区聚焦企业投资、市场
准入、建设工程、民生事务等办理
量大、企业和群众关注的重点领
域重点事项，选取旅游委、教委、
食药、工商、科委等 33个试点部
门的 346个高频事项，设置专业
类综合窗口、投资类综合窗口、服
务类综合窗口 3类综合窗口服
务类别。

其中，专业类综合窗口包括
卫生、交通、工商等部门，投资类
综合窗口包括发改委、文化委、城
管委、园林绿化局等部门，服务类
综合窗口为总工会、商务委、旅游
委、教委等部门。“综合窗口设立
后，避免了企业因办理事项往返
于各部门递交审核资料的繁琐
申报、审批流程，取而代之的是办

事群众只到一个窗口，填写一张
并联审批表，提交一套资料，各部
门之间审批后台自动流转，统一
开具证照及审批结果等。”这位
负责人称。
今后朝阳区还将陆续开设商
事登记、企业服务等更多综合窗
口，为企业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
办事服务体验。

开设“24 小时智能自助服务”

朝阳区政务服务中心还向企
业推出朝阳利企惠民服务包，实
施错峰延时、一窗一站自助式、
24小时智能自助服务等惠民举
措，破解优化营商环境“最后一公

里”难题。
为给企业及群众提供集成
式、菜单式服务，朝阳区政务服务
中心在服务区内开设了 24小时
智能自助服务区，投放多台便民

服务自助机、便民电脑、自助打印
机等设备，企业或办事群众可通
过这些设施直接访问朝阳区网
上办事大厅，在线完成自助办理。
北京晨报记者 张璐

“双螺旋”过街天桥亮相中关村
北京 晨 报 讯 （记 者 王 海

在中关村，有一座人们熟
悉的雕塑——
—DNA双螺旋模
型《生命》，被看做中关村的标
志之一。近日，在“双螺旋”雕
塑之北，一座“双螺旋”造型过
街天桥飞架中关村大街东西
两侧，这座天桥就是以前的海
龙科贸过街天桥，改造后将从
明天开始恢复通行。当夜幕低
垂时，经过这座天桥的市民将
可以感受到“时空螺旋”的视
觉效果。
穿过北四环由北向南进入
中关村大街，路过的第一座过
街天桥就是海龙科贸过街天
桥，建成开通于 2008年，主桥
亮）

长 122米，因串联起海龙大厦
和科贸大厦而得名。该天桥曾
经是中关村周边电子卖场商户
和消费者的必经之桥，但十年
之后，它已外观老化，部分钢结
构生锈，地面铺装也有了破损。
今年 6月，过街天桥启动改造
施工，在外形设计上以创新文
化、创新精神为内涵，选择了中
关村精神的象征“双螺旋”为造
型，打造具有科技感、现代感的
地标建筑。
值得一提的是，主桥外侧
安装了全彩 LED星光灯带，营
造出桥内的星光效果，行人从
桥上走过时，将置身在星星点
点的灯光下，犹如正在穿越“时

空隧道”。有趣的是，主桥的扶
手栏杆里还安装了人体感应互
动式 LED灯，由人体感应装置
控制，随人动而亮、人离而熄。
北京晨报记者从海淀区获
悉，作为中关村科学城的主纵
轴，按照“科技风、创新路、国
际范”的战略定位，中关村大街
今年启动了节点城市设计、景
观提升、立面改造、夜景照明等
系列改造提升，海龙科贸过街
天桥改造即其中一项重点工
程。下一步，海淀区还将对黄
庄路口现有的“双螺旋”地标进
行改造，美化升级夜景照明，与
北侧的“双螺旋”过街天桥遥相
呼应。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萍）

昨天，18款纯电动环卫车在
北京环卫集团环卫装备有限
公司亮相。这批 4.5吨以下的
全系列纯电动环卫车都有着
“小身材大容量”的特点，并安
装了北斗导航定位系统。未
来，这些零排放的电动环卫车
将应用于背街小巷的环卫清
扫工作。
据介绍，北京环卫集团此
次发布的 18款 4.5吨以下全
系列纯电动环卫装备，覆盖道
路清扫、垃圾收运、工程抢险、
清掏作业等全部作业领域，包
括前端清扫、垃圾收集、中端
运输等作业环节。18款车辆
均使用纯电引擎，实现零排
放、零污染。与传统燃油环卫
车相比，既减少了碳排放量，
有效降低空气中 PM2.5浓
度，又减少了噪声污染。根据
测算，一辆小型纯电动扫路车
每天可以减少约 25公斤碳
排放量。同时，由于这些小型
环卫车投入使用后可大幅提
高环卫作业效率，一辆小型纯
电动扫路车的作业效率约相
当于 20名环卫工人人工作
业的效率。

北京环卫集团相关负责
人介绍，这 18款电动环卫车
很多都是针对背街小巷道路
狭窄的特点设计。比如“小型
自装卸式垃圾车”只有 4米
多长，宽度不到 2米，但容积
可达 2500升，能够进入大型
环卫车辆和设备无法通行的
背街小巷进行作业。可以通
过拉杆提起垃圾桶，将垃圾
自动倒入垃圾箱内并进行压
缩，大大降低环卫作业人员
劳动强度。还有一款小型纯
电动自装卸式垃圾车则可实
现与大型环卫设备的无缝对
接。“这款车辆装满垃圾后可
与大型的垃圾压缩车实现
‘尾对尾’无缝对接，驾驶员
操作车辆可将车厢内垃圾自
动倒进大型垃圾压缩车内，
确保垃圾不外洒、渗沥液不
滴漏、垃圾不落地。”
记者还了解到，这些纯电
动环卫车还配备了 360度全
影像监控功能，而且均安装北
斗导航定位系统和移动呼叫
终端，可与运营监控平台连
接，实现作业过程数据和故障
信息的实时报送。
首席摄影记者 李木易 / 摄

我国首条对外空中大通道启用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吴婷

昨日零时起，我国首条对
外空中交通大通道——
—中韩
大通道正式启用。这将减少航
班在航路上的交叉汇聚，降低
运行风险，缓解中日韩往返华
北、欧美航班的空中拥堵，减
少航班地面等待时间。
华北空管局在中韩大通
道正式启用前，制定了详细的
计划变更方案，对所有调整的
航班进行双人校对，反复比对
新增航路航线，将调整的航路
提前补充到基础航线数据库，
确保空域调整后航班计划准
确无误。
婷）

记者了解到，中韩空中大
通道通过对我国现有 A326
干线航路及其南侧支线航路
单向化改造，配套部分国内航
线国际化的升级，从而打造连
通东北亚，实现欧洲“来去分
开，隔离运行”的国际空中运
输通道。
民航局空管局表示，中韩
空中大通道新辟及调整国内、
国际航线 6条，里程 1100公
里，调整城市对班机航线 455
条。经评估，中韩大通道实施
后，渤海湾区域飞行容量将提
升约 45%，安全风险将降低
约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