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2日，由丰台区体育局举办的“冰雪大篷车”进
基层系列活动启动，今年活动采取网上预约报名的形式，
活动场次覆盖了全区21个街乡镇，在4月至11月间举办
42站活动，推动冰雪运动向四季拓展。

活动现场，旱雪毯、滑雪机、旱地冰球、冰蹴球、冰
壶球、仿真冰场、VR 滑雪体验 7 种冬季运动供市民体
验。“冰壶掷出去以后，离圆心越近得分越高，但是对方
可以把你的冰壶击出去。”在冰壶体验区，社会体育指
导员李女士正在为 9 岁的小朋友杨景森讲解冰壶规
则。“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今天能体验一下，感觉真有
意思。”杨景森说。

据了解，“冰雪大篷车”进基层系列活动是丰台区首
创的群众性冰雪健身项目，自去年推出以来深受群众
欢迎，通过流动式的教学体验为广大群众普及冰雪运动
知识。 邵亦晴 陈静/文 XFTB008

“冰雪大篷车”
四季可体验
冰雪运动

联系方式联系方式：：03120312--73819557381955
或谢冬梅或谢冬梅：：1503222655915032226559

店铺地址店铺地址：：涞源县百泉路涞源县百泉路
人和宾馆楼下核桃油石碾小人和宾馆楼下核桃油石碾小
米店米店

北京南站管委会特别提示：

优化营商环境
丰台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原梓峰）4 月 10 日，北
京市丰台区税务局与北京市交通运输业
商会共同为“北京市交通运输业商会代
征税款服务平台”揭牌，标志着今后本市
临时提供渣土运输和机械设备租赁的自
然人发生纳税义务时，将可以通过此平
台缴纳税款，并取得经营所需发票。

据了解，我市土石方施工企业在施
工过程中，经常发生临时雇用自然人从
事土石方运输或向自然人进行机械设备
租赁的业务，而对于未办理营业执照而
又临时从事经营的自然人，无法自己向
付款方开具发票，导致施工企业在支付

货款后无法获取正规凭据入账，有的甚
至违法购买虚假发票列支，极易造成税
务机关税收监管困难和税款流失。而此
次代征税款服务平台的建立，使发生纳
税义务的自然人可直接到北京市交通运
输业商会办理纳税事宜，解决了以往纳
税人先到税务机关申报领取税收缴款
书，再到银行缴纳税款等办税“多头跑”
的问题。

“代征税款服务平台为纳税人缴纳税
款及代开发票提供了便捷、合法的通道，
变堵为疏，开门办税。”丰台区税务局党委
委员、总经济师石剑介绍道。 XFTB006

本报讯（记者 原梓峰）4 月 10 日至
12日，全市税务系统各区（地区）局、各派
出机构的税务干部纷纷走进公共交通场
所，公交站、地铁站、火车站等地开展“减
税降费”宣传。

丰台区税务局联合房山区税务局、
燕山地区税务局和西站地区税务局在北
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积极
协助下，分别在地铁燕房线阎村东站、大

石河东站和燕山站向乘客分发减税降费
宣传材料、播放北京税务系统税收公益
广告，并围绕优化营商环境、个人所得税
新政、企业纳税信用等级等纳税人普遍
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税法宣传。

据了解，为进一步增进纳税人对减
税降费政策的了解，北京市税务局将借
助地铁、公交、高铁等平台，逐步实现普
及范围广、影响时效长的宣传效果。第
28 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期间，税收公益广
告、微电影、动漫、漫画等优秀作品，将
陆续在高铁、公交、城市电视上播放，凝
聚减税降费合力，营造税收宣传月浓厚
氛围。 XFTB006

本报讯（记者 原梓峰 通讯员 侯晓
文）4月 16日，在第 28个税收宣传月来临
之际，北京市丰台区税务局结合“落实减
税降费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宣传主
题，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地方财政研究中
心、致同（北京）税务师事务所开展了“纳
税信用：科学管理方法论——再认识·新
作为”税收沙龙专场。

在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三
层的会议室里，会议桌的摆设按照茶话

桌的方式分布成多个组别，丰台税务局
人员和近 20 家不同行业企业代表穿插
坐在一起，就企业纳税信用管理、减税降
费政策、优化营商环境举措等热点话题
展开互动，现场问计问需。

“ 纳 税 信 用 管 理 就 像 氧 气 ，是 刚
需。良好的纳税信用是企业的一项‘隐
形资产’，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
资本。”“良好的纳税信用不仅有助于解
决企业的融资难题，更可以享受到税务

机关提供的‘绿色窗口’服务，大大增加
了办税的便利程度。”活动现场，中国建
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旭阳化工有限
公司作为央企和民企代表，就纳税信用
管 理 进 行 了 经 验 分 享 ，谈 及 了 感 受 体
会。针对企业代表们关心的纳税信用
等级评定、减税降费税收政策、优化营
商环境举措等相关问题，丰台区税务局
的税务干部们逐一进行了宣传讲解，并
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地方财政研究中心、

致同（北京）税务师事务所的专家学者
就 如 何 做 好 纳 税 信 用 管 理 进 行 了 解
读。活动结束后，中国建筑一局（集团）
有限公司总会计师李丽娜表示仍意犹
未尽：“参加这样的活动真是受益匪浅，
不但加深了企业对纳税信用科学管理
方法的认识，而且带动企业管理层提高
了构建企业纳税信用管理体系的重视
意识，有利于通过提升企业品牌形象助
力信用中国建设。” XFTB006

优化营商环境 把税收沙龙开进企业里

税收宣传上地铁 减税降费在路上 北京市丰台区税务局携手北京市交通运输业商会

打造代征税款服务平台

精准扶贫
亲戚家的土特产

丰台区发挥资源优势，通过
展览推介、产业合作、产销对接
等方式为涞源县实现农副产品
进京销售，《丰台报》持续关注受
援地地区产品，为农副产品进京
开设专栏。

本期向大家推荐的是河北涞
源县黄土岭石碾小米。据河北涞
源县甘霖土特产购销有限公司负
责人段怀宝介绍，“黄土岭石碾小

米是利用涞源县独特自然资源生
长的谷子，采用原始的石碾工艺
加工而成。通过石碾脱皮的小
米，不产生高温，完整保留了小米
本身的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成
分。煮出来的小米上面还有一层
米油。”石碾小米色泽并不光润，
而且表面凹凸不平，这是由于采
用石碾传统工艺加工而成，而非

“化妆”过的小米。

《丰台报》持续助力受援地区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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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遥测超标车辆查询公告
北京市丰台区生态环境局在嘉园路及丰科路设置的机动车

固定遥感监测设备，每日24小时对过境车辆尾气排放情况进行
遥感遥测，并对超标排放车辆依法进行查处。

本周共遥测机动车5460辆，其中，有效数据2768辆，筛查超
标排放车辆 8 辆，已通过挂网登记及邮寄信件方式告知涉事车
主。上述车辆超标信息已在首都之窗—北京市人民政府网站进
行公示，相关详情请登录http://www.beijing.gov.cn/zfxxgk进行查
询，亦可致电010-83368580进行咨询。

丰台区2019年1-3月份安全生产事故情况通报

2019年1-3月份，丰台区共发生安全生产死亡事故11起、死
亡11人。其中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死亡事故4起、死亡4人；工
矿商贸生产安全死亡事故1起、死亡1人；未发生生产经营性火
灾、铁路交通、特种设备和农业机械安全死亡事故。

本报讯（记者 原梓峰）“同学们，现在
是午饭时间，今天的小饭桌上，咱们班多了
几名客人与我一起同大家吃午饭，大家欢
迎不欢迎啊？”“欢迎！”4月 10日中午，丰台
区小井小学 3年级 1班，校长和家长代表与
同学们一起，享用了营养又美味的午餐。

4月 1日由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学校食
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已经正式施
行，为进一步落实相关要求，守护好辖区学
校（幼儿园）师生舌尖上的安全，据悉，丰台
区市场监管局、丰台区教委、丰台区卫健委
在将校园食堂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作
为贯穿全年重点工作的基础上，还联合媒
体、学校家长委员会启动了“双长”陪餐制
试点、校园周边禁售“五毛食品”倡议、学生

“营养食谱库”上线、食品安全与营养科普
进校园等多项创新工作，调动各方的力量
形成“共治”的合力，让万千青少年“共享”
校园食品安全治理的成果。

部门搭台校方唱戏，联手净化校园食
品安全环境

4 月 10 日，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丰
台区小井小学，共同参加了食品安全校园
行活动。活动期间，在执法人员、家长代表
和媒体的见证下，由小井小学校长签订了

《食品安全责任承诺书》，就落实食品安全
“校长负责制”、加强食品安全风险控制、完
善校长陪餐制等环节作出自律承诺。同时
承诺对索证索票、温度控制、生熟分开、餐
具消毒、食品留样、人员管理等六个关键控
制点每日自检。在校园及周边 200米范围
内禁止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三无
食品”、“五毛食品”，为孩子们的茁壮成长、

饮食卫生提供安全环境。
“双员”共查，“双长”陪餐
11点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和小井小学

家长委员会委员一同来到了学校食堂后厨，
后厨人员刚刚把主食从饼铛里拿出来，热气
腾腾的烙饼飘着香气，南煎丸子、肉丝炒三
丝、西葫芦豆皮、紫菜蛋花汤也都已出锅，执
法人员带领家委会委员对食品安全台账、从
业人员的健康证明、设施设备的运转情况、
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的感官性
状和保质期、餐饮用具清洁状况等进行了详
细检查，并就检查要点向家长们进行了介
绍，执法人员还现场对蔬菜农残、餐盘洁净
度等进行了快检，未发现不合格项目。随后
家长们与校长一起回到了 3年级 1班，开始

了当天中午的“双长”陪餐时间。
小井小学的校长告诉记者：学校从去

年开始就在卢沟桥乡食药所的指导下，开
展了校园食品安全家长开放日活动，由家
委会委员和执法人员组成的“双员”检查
组共同对学校后厨进行检查，今天已经是
第四次进行联合检查了，今年起始，监管
部门又对保障校园食品安全提出了新的
要求，学校结合自身特色，进一步推出了

“双长”陪餐制度，不定期邀请家长代表和
校长一起，陪同学生午餐。

媒体、专家齐上阵，吃得安全更要吃
得营养

为了让学生从吃得饱逐渐向吃得安
全、吃得营养、吃得均衡转变。中国经济

网食品频道推出了学生午餐“营养食谱
库”1.0 版，并于活动当天上线，中国经济
网食品频道主编王城介绍：营养食谱将邀
请中国营养学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等权威机构的专家进
行编写和审核，初步分为小学、中学两部
分，之后会根据不同年龄进行细分，定期
更新，学校食堂负责人可以借鉴食谱库内
容搭配学生午餐，同时，我们与丰台区市
场监管局联合开展的“食品安全校园行”
活动已经开展了两年，今年我们将继续组
织食品科普专家为辖区在校师生带来一
堂堂食品安全与营养科普的“饕餮盛宴”。

据悉，自“护蕾行动”开展以来，丰台
区市场监管局实施了“三个”全覆盖，即大
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检查全覆
盖；校内食堂、校外订餐、周边食品经营检
查全覆盖；线下实体经营和线上网络经营
食品安全检查全覆盖，截至目前，共检查
全区学校食堂 298 户次，对 20 家校园食堂
提出整改；检查校园周边餐饮、商超 291
户次，4家无证经营商户被立案查处；检查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11 户次；检查校外培
训机构 15 户次。对学校食堂、校园周边
餐饮单位及送餐企业等的食品原材料进
行食品安全抽检 191 批次，食品安全快检
共计 1365件，未发现不合格食品。

目前丰台区所有中小学 118 户食堂，
托幼机构 158 户食堂的“阳光餐饮”硬件
建设已全部完成，并均实现了食品安全信
息公示和通过视频实时观看后厨食品加
工制作实况。

图为学生家长和丰台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抽查学校菜品。原梓峰/摄XFTB006

本报讯 4 月 13 日，内蒙古
通辽市奈曼旗旗委常委、常务副
旗长郭勇，内蒙古乃蛮城市投资
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金权到丰台
岳各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新发
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对接扶贫
工作。

郭勇一行首先来到岳各庄
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与岳各庄农
副产品批发市场书记、总经理戴
树森，总经理助理魏永亮进行座
谈交流。戴树森介绍了岳各庄
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经营情况
及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开展的特
色工作，郭勇介绍了奈曼旗的优
质农副产品，随后，实地考察岳
各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双方

初步达成了奈曼旗农副产品进
驻岳各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
合作意向。

郭勇一行又来到新发地农
副产品批发市场调研。在新发
地市场流动党支部书记、对外联
络部部长刘德义的陪同下，郭勇
一行深入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
市场肉类、蛋类、水果等交易区
和内蒙古特色展区实地调研考
察。最后，召开座谈会，与新发
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常务副总
经 理 顾 兆 学 等 对 接 扶 贫 工 作 。
经过协商，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
市场将为奈曼旗的农副产品提
供销售平台，全力做好对奈曼旗
的脱贫帮扶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王玉涛）4
月 6日，应泰国前副总理、泰中友
好协会会长功·塔帕朗西阁下邀
请，位于中关村丰台科技园区的
北京瑶医医院专家团队赴泰国
公共卫生部、泰国皇家朱拉隆功
医院、泰国中医师总会进行抗癌
学术交流。

为了推进中泰传统医药深
度合作，全面提升医疗水平，中
国民族医药学会瑶医药分会会
长、中国瑶医肿瘤防治专家覃迅
云率团访问了泰国皇家朱拉隆
功 医 院 的 领 导 与 专 家 ，就 瑶 医

“减法生态医学模式”在癌症治
疗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深
入的学术交流探讨。覃迅云就
瑶医对肿瘤的认识、肿瘤形成原

因、瑶医肿瘤治疗技术及临床治
疗经验与疗效回答了泰方医学
专家的提问。

据了解，随着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稳步推进，中国传统医
药 走 向 世 界 的 步 伐 加 快 。 自
2015年 12月起，中国瑶医肿瘤防
治专家覃迅云教授和泰国前副
总理、泰中友好协会会长功·塔
帕朗西阁下在北京瑶医医院签
署《中泰合作成立国际性传统医
药 联 盟 组 织 的 合 作 备 忘 录》以
来，两国传统医药学术交往不断
加深。泰国前副总理、泰中友好
协会会长功·塔帕朗西阁下已经
连续出席了四届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举办的“国际瑶医药·传统
医学学术大会”。 XFTB004

丰台区启动校园食品安全“护蕾行动”
全市率先试行“双长”陪餐制

奈曼旗领导赴丰台对接扶贫工作

本报讯（记者 原梓峰）在 3 月 25 日的
第 39 届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来
自北京 101 中学高二年级的张济瑶同学
对北京南站换乘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
看法及优化方式，他设计的方案还荣获北
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4 月 10
日中午，北京南站地区管委会来到北京
101 中学，详细听取了张济瑶同学在创新
大赛上方案的介绍，并鼓励张济瑶同学再
接再厉学以致用。

张济瑶同学展示了通过调查研究得

出的解决方案，他说道：“造成北京南站拥
挤的原因，就是地下交通与地上高铁换乘；
通过数据采集分析，发现火车南站东西两
侧闸机口的闸机分布不合理、直梯利用率
过低、换乘区内部部分空间利用率低。我
还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获取了人员换乘偏
好及特征，由此对北京南站的闸机、安检机
等设施进行布局优化以缓解当下问题。”北
京南站地区管委会对其方案予以充分肯定
并就北京南站地铁换乘及其他换乘方式优
化的问题与其进一步交流探讨。

北京南站地区管委会感谢北京 101中
学关注北京南站的发展，在培养学生创造
能力等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北京南站希
望能够发挥地区的资源优势，争取为学生
们提供有效的社会实践平台，既能为学生
们提供成长的平台，也能让同学们创新的
理念，为北京南站地区的优化升级助力。

北京南站地区管委会负责人介绍，北
京南站管委会广泛听取民意，高度重视社
会各领域、各年龄段，不同身份特征的群
体对北京南站地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不断学习、不断探索，始终以为广大旅客
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为目标。 XFTB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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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您想到的宝
贵意见，就是我们北京
南站地区管委会想要
的，若您有任何创新思
路或有趣想法，不妨在
北京南站地区管委会的
微信公众号上说出来。

邵亦晴邵亦晴//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