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孟周一）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转移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
常会涉及需要由经办人携带各项材料跨区域、多部门办理等情况，为了捋顺
业务流程，让群众少跑腿，2021年1月起，丰台社保中心通过精简环节、经办
提速、加大宣传，不断优化流程，便利百姓办事。

“我们单位选择通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退休的职工比较多，之前办理
‘城保转农保’的业务需要到不同的部门走好几次手续。这次业务流程大
刀阔斧的优化，真是给我们带来了特别大的便利。流程更清晰了，材料更
简单了，大多数业务在‘家门口’就能直接办理了。以前办完一个业务需
要一整天，现在出门遛弯儿的时候顺道就给办了，真是太方便了。”经办人
陈女士说道。

据悉，对于不涉及一次性补偿金领取的人员，丰台社保中心取消了打印
个人缴费清算单、接收清算信息、打印转移单、数据转财务等环节，在转入地
街乡镇社保所开具综合受理单之后即可实现数据自动接收。

社保中心基金支付科负责人说：“我们利用网络技术和数字化，减少了部
分环节，同时特殊业务特殊对待，以优质服务提升百姓满意度。”

为了进一步实现经办提速，丰台社保中心针对涉及多业务部门的疑难业
务开辟了绿色通道，实行场景化服务，部分特殊业务由工作人员全程陪同办
理。例如，之前有一部分一次性补偿金领取业务情况复杂、涉及科室多、影响
大，中心特意由专人带领经办人前往养老审核、登记征缴、基金支付等部门办
理了补偿金的核定及接收。

为了及时让百姓知晓，丰台社保中心通过微信公众号、业务交流群、电话
等方式发布了业务流程调整通知，大厅咨询台和业务窗口安排专人做好现场
咨询和引导，窗口工作人员积极做好对外告知工作。

2021年1月份丰台区交通违法超标重点单位
1、北京隆欣商贸有限公司 2、北京优程优农科技有限公司

丰台社保中心优化业务流程
提高百姓办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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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众冰雪运动融入丰台“寻常百姓家”

冬奥会“冷冰雪”带动“热时尚”

“丰台区现有 10 家冰雪场地，包括 1 个
滑雪场、2个室内滑冰场、7个嘉年华场地及
多个在冬季利用公园、自然河湖开放的室外
冰场，年接待量约36万人次。”区体育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虽然冰雪运动季节性比较强，
但是进入春季之后，丰台区还将继续做好室
内滑冰场地的活动，同时持续开展冰雪大篷
车进基层活动，通过多种途径加大对冬奥知
识的推广普及，让更多群众了解冬奥、熟悉
冬奥、走进冬奥，让冷冰雪成为‘热时尚’。”

北京冰之宝国际滑冰馆作为丰台区的
室内滑冰场之一，冰场面积为1400平方米、
滑冰面积为830平方米，集冰球、花样滑冰、
短道速滑于一体，为广大冰雪运动爱好者提
供了更加专业的冰上活动场地和专业的冰
上运动培训。“室内滑冰场不分季节、不分天
气情况，一年四季都可以给百姓带来冰雪体
验。”冰之宝国际滑冰馆经理关庆鑫说，“尤
其在夏天，我们冰场里的体感温度常年在10
摄氏度左右，很适合带着孩子来锻炼锻炼。”

在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冰之宝国际滑冰馆采取线上分时段预约、线
下有序互动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做好测温、
健康码、行程码、隔离区等工作，加大防疫工
作的监督检查力度，做好人流量管控，制定

切实可行的限流措施。“疫情期间，我们购入
专业级别喷雾消杀机，并配合工作人员两个
小时进行一次全面消杀，此外，现阶段我们
还要求各个时段冰面不超过25个人。”关庆
鑫介绍。

点亮冬奥点亮冬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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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运动的“丰台名片”

随着冰雪运动的持续升温，花样滑冰、冰球等小众
冰雪运动也逐渐受到百姓追捧。“刚开业那会儿来报名
训练的学员只有个位数，这些年人数在慢慢增多。”关庆
鑫告诉记者，花样滑冰、冰球这些小众冰雪运动不仅逐
年“升温”，而且已经渐渐走进平常百姓家中，“这要归功
于冰雪运动的氛围更浓了，大家对于冰雪运动的认识也
更深入了。”

在关庆鑫看来，如今人们来到滑冰场都希望能够掌
握这项技能，而不仅仅是为了拍照打卡，“过去请教练的
人少，毕竟需要额外花钱，现在不一样了，尤其很多家长
都希望让孩子进行系统专业的学习训练。”关庆鑫说。

今年10岁的史倩毓小朋友身着专业的粉红色花滑
训练服，一遍遍反复练习着燕式步，冰刀与冰面摩擦出
的划痕如同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弹奏着冰雪运动的希望
乐章。史倩毓的妈妈燕桂荣一直在冰场外关注着女儿
的练习，不时拿起手机拍摄视频记录。

“孩子学习花样滑冰已经两年了，几乎每周都会来
这里进行训练，一点一滴的进步我们都看在眼里，在体
能、柔韧性、协调性、乐感等方面都有着综合能力的提
升，对孩子的培养是全方位的。”燕桂荣说，“马上冬奥会
了，也希望带着她多接触一下冰雪运动，将来未必要成
为专业运动员，在学习的过程中让孩子接受到冰雪文化
和艺术的熏陶，形成丰富的积淀，对未来的学习发展也
大有裨益。”

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丰台区抓住2022年北
京冬奥会契机，让冬奥会为冰雪运动赋能，健全冰雪后
备人才培养体系，打造冰雪运动特色品牌，加大冰雪场
地设施供给，点燃群众的冬奥热情，助力实现“三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的宏伟目标，打造冰雪运动的“丰台名片”。

本报讯（记者 林瑶）近日，记者来到位
于丰台区太平桥街道月恒正大新生活广场
的冰之宝国际滑冰馆，不少小朋友在教练
的带领下，有序地进行着冰球、花样滑冰等
各类冰雪运动训练，随着 2022 北京冬奥会
的临近，冰雪运动氛围渐浓，昔日不温不火
的小众冰雪项目不仅逐年“升温”，更是渐
渐走进平常百姓家中，成为了日常生活的
新时尚。

本报讯（通讯员 焦智玲）“昨天下
单，今天就收到了税务局寄来的‘发票
年货’，真是省时又省心！”刚刚从邮政
快递手中接过发票的郭伟琦禁不住赞
叹道。

让郭伟琦赞不绝口的“发票年货”，
正是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丰台区税务局
大力推广的“非接触式”办税服务项目。
为方便纳税人网上办税领取发票，北京
市税务系统深度优化原有的“发票套
餐”，将发票领用、改版增量等环节在内
的全链路发票业务纳入网上办理。在此
基础上，丰台区税务局积极推动与邮政
部门协同合作，并向区政府申请专项资

金，免费向选择“票e送”服务的纳税人寄
送发票。纳税人通过电子税务局在线申
领发票后，由工作人员依据申请的发票
种类、发票代码以及发票号码进行分拣、
封装、配送。在配送过程中，通过加载
RFID芯片技术，全流程追踪、监控发票
快递件，确保发票送达安全准时。

据了解，郭伟琦所在的北京银建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北京市最大的出租
汽车公司之一，月均发票开具量极大。

“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免费邮寄发票、受
疫情影响可办理延期纳税申报，方方面
面的政策措施实实在在地减轻了我们
的资金压力。”谈起疫情期间的办税体

验，郭伟琦感到很暖心。
截至目前，丰台区税务局已免费向

纳税人寄递发票1280余万份，累计减免
纳税人邮费 166 万余元，包含网上领票
服务在内的 313 项涉税服务已实现“非
接触式”办理，网上办税覆盖了90%以上
的主要办税缴费事项，网上申报率更是
高达99%以上。

为进一步拓宽纳税人办税渠道，历
经数次优化升级的电子税务局于今年1
月又迎来了手机移动端的全新上线。
区别于网页版“大而全”的特点，手机移
动端以“小而精”为原则，确保纳税人随
时随地办理涉税数据查询、主要纳税操

作、税收政策学习等事项，让办税更加
高效便捷。

“移动端的使用无需单独下载APP，
通过微信平台就能登录使用，最快1分
钟之内就可以完成发票领用申请。”该
局负责此项工作的征收管理科干部信
心满满地说。

从移动端申领到网上办理，再到免
费寄送，“云”中领取发票的“三部曲”彰
显着税收工作在信息化、智能化道路上
的新突破。下一步，丰台区税务局将持
续以纳税服务的“常新”换取纳税人办
税体验的“尝新”，为“非接触式”办税开
拓新格局。

本报讯（记者 李娜）近日,记者来到
位于丰台区花乡玉泉营桥附近的花乡
花卉创意园，与室外寒冷天气形成鲜明
对比的不仅有姹紫嫣红的各种花卉，还
有熙熙攘攘前来“捡漏”的爱花市民。

“目前各类花卉的价格相比节前都
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估计是因为很多人
都留京过年了，市场的热度比往年同期
都要高。”花乡花卉创意园工作人员赵
艳茹告诉记者。创意园里，各种盆栽、
绿植、鲜切花、多肉令人目不暇接，从几
块钱到几百块钱各种价位各种品相都
有，消费者似乎在体验一场繁花盛宴，
也许是因为价格比较“美丽”，大多消费
者都是奔着买花而非看花来的，一棵满
是含苞待放花骨朵的小型茶花要价 30
元，一棵大约八九十厘米高的垂丝海棠
只要100元，一捧包含10多支的剑兰鲜
切花大概七八十元，相比春节前都要便
宜一半以上，十几二十块钱左右的芙蓉

花、长寿花、刺梅比比皆是。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今年留京过年

的人较多，过节期间，花乡花木集团还
推出了“留京过年不孤单 花乡花卉来

相伴”系列活动，在花乡花卉创意园、花
乡花卉嘉年华、花乡奥桥花卉园艺超市
三家草桥区域花卉市场，专门设置了

“留京过年 暖心花卉”售卖区。售卖区
共提供2000盆仙客来、杜鹃、玫瑰花、凤
梨、水仙等10至25元的平价年宵花卉。
这一活动极受留京过年的人们欢迎，活
动一经推出便很快售罄了。

记者从花乡花木集团了解到，目
前，杜鹃、君子兰、蝴蝶兰、组合盆栽等
传统年宵花销售价格比春节期间降低
30%左右。随着春天的到来，雏菊、蟹
爪莲、袖珍玫瑰，还有各式各样的多肉
植物等小型盆栽开始畅销，它们的销售
价格在每盆 15 至 30 元左右，“花乡·三
度花”小程序和京东“世纪奥桥园艺旗
舰店”等线上平台与线下价格同步，并
会定期推出不同的花卉植物品种及园
艺相关产品的优惠活动，方便“宅”家市
民选购。

本报讯（通讯员 宋莉）丰台区将通
过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
区试点，进一步释放丽泽金融商务区、
中关村丰台园、首都商务新区三大区域
高水平开放引领效应，力争用五年左右
时间打造全市服务业扩大开放新高地。

努力打造改革开放的“北京样板”
丰台区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

综合示范区包括四项重点工作，分别
是提升重点区域开放示范引领，推动
重点领域先行先试突破，强化开放发
展要素供给保障和营造与国际接轨的
制度环境。

丽泽金融商务区、中关村丰台园和
首都商务新区是丰台区构建特色发展
新格局的“三大重点区域”。

丽泽金融商务区
丽泽金融商务区将积极打造金融

科技创新示范区，集聚一批金融和科技
领军企业，促进金融和科技在丽泽融合
发展，支持金融机构和大型科技企业依

法设立金融科技公司，发挥数字金融创
新发展示范作用。推动国家金融信息
大厦等国家级金融信息平台在丽泽布
局，加快5G基础设施建设，为实现创新
金融产品和应用场景提供技术保障。

中关村丰台园
中关村丰台园将发挥科技产业基

础和资源优势，吸引跨国公司设立区域
性总部、外资研发中心，积极对接科技
类国际组织和国际服务机构。同时深
化与北京交通大学、航天一院、航天三
院等高校院所的合作，积极推动轨道交
通和航空航天两大千亿级产业发展。
积极推动数字技术和园区主导产业深
度融合，在中关村丰台园西区建设数字
经济创新示范园。

首都商务新区
丰台区还将高标准规划建设首都

商务新区，以文化功能和国际交往功
能为主导，以国际商务、科技创新等为
支撑，努力打造国际一流的首都商务

新高地。
在聚焦“三大重点区域”的同时，丰

台区还将进一步提升新兴金融、科技服
务、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开放
创新能级。如利用科技资金支持外资
企业在丰台区开展科技研发，带动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开展产学研合作，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争取创新要素跨境便利
流动试点，支持外籍科学家领衔承担科
技项目。推动轨道交通全链条发展，聚
焦操作系统、通信信号等前沿领域，突
破一批基础性、前瞻性、先导性重大技
术，抢占全球轨道交通产业技术制高
点，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推进航空航
天产业集群建设，围绕卫星总体及主要
分系统开展自主创新、技术攻关和产品
研制试验，维护产业链安全，增强丰台
商业航空航天的竞争力。支持卫星互
联网建设、北斗系统应用，打造一批产
业创新共性平台，重点支持系统研究、
商业卫星等关键产业环节在丰台布局、

运营和发展。
丰台区还将积极探索特色领域开

放创新，加快丽泽城市航站楼建设，在
丽泽商圈建设国际化、品质化的全市消
费新地标。以法律、评级、设计、仲裁等
领域为重点，推动专业服务国际化发
展。以文商旅融合为导向，培育文化演
出、文化旅游、时尚休闲等新业态。支
持国际化优质资源举办或与区内大型
医院合作共建特色医疗中心，争取先行
先试政策，探索开展高端医疗服务。建
设好北京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吸引数字
传媒、数字娱乐、数字出版等领域的龙
头企业集聚。

丰台三大重点区域引领服务业扩大开放

年宵花热度不减 价格相比节前更“美丽”

发票套餐优化升级 实现全流程“云”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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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梓峰原梓峰//摄摄

李娜李娜//摄摄

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园博园园博
湖畔，宽阔的园博湖，大部分湖面依
旧被冰层覆盖，少部分水域在蓝天的映衬下水天一色，几十只野鸭在
水面游荡捕食，时而腾飞时而入水。记者站在岸边，空旷的园博湖传
来阵阵河开时冰裂的声音，虽然声音从冰下发出，但声音空灵缥缈，又
带有雄壮的浑厚色彩，并无规律，时而从冰下传到空中，时而从远方阵
阵袭来，声音最大时可掩盖住正常交谈的声音。园博园内满是一幅迎
春的景象，河水里已经有嫩芽冒出，几片嫩叶在灰色的河床上显得格
外有生机，阳光经常照耀处的柳树枝条上可以看出明显的凸起，随着
气温回升将很快生出嫩芽。 赵智和/摄 原梓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