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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探索出科技与经济结合新模式 吸引高科企业高端人才——
—

中关村多举措助力科技成果转化
本报讯（记者 张 丽）从
“中关村电
子一条街”，到中关村科技园区，再到中
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近年来，中
关村探索出了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新路
子，开启了创办高新区、设立科技园区
和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新篇章。
据介绍，在中关村，诞生过我国第
一家民营科技企业、 第一家不核定经
营范围的企业、 第一家无形资产占注
册资本 100%的企业、第一家有限合伙
投资机构、第一部科技园区地方立法。
特别是近年来，先后实施了“
1+6”“新
四条”境外并购外汇管理、投贷联动、
“
国际人才 20 条” 等改革试点并逐步
推向全国， 带动形成了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和激励科技人才的政策体系。
日前， 记者从北京理工雷科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了解到， 北理工高度重
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积极探索符合
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规律的成果转
化模式，取得了突出成效。
“十二五”期间，在中关村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1+6”等试点政策支持
下， 针对阻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瓶
颈问题， 北理工积极进行科技成果转
化体制机制创新， 鼓励和支持教师创
新创业，提出了“产学研师”合作新理
念，在组织形式、体制机制、利益与风
险等方面将教师纳入成果转化链条
中，建立了“学校科技成果入股 + 股
权奖励 + 教师现金入股”的教师创新
创业的学科性公司新模式， 取得了显
著成效， 在全国高校得到广泛关注和
赞誉。例如，以毛二可院士学术团队为

主创办的北京理工雷科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将一大批军工技术成果转化为
拳头产品，并广泛应用于国防、反恐、
安全、维稳、国计民生等重大领域。
长期以来，教师从事科技成果转化
是不是主业，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是否会
影响学校学科建设、影响学校事业发展
的疑虑普遍存在，而北京理工大学探索
的学科性公司模式， 解答了这个疑问。
例如， 雷达技术研究所团队的曾涛教
授，长期专注于基础研究，因参与理工
雷科团队创业，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持有
雷科上亿的股值，更加安心从事其擅长
的基础科研，并荣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等项目资助，促进了学科的发展。
与此同时，通过学科性公司科技成
果转化平台，极大地提升了学校承担重

大项目的能力。 今年学校牵头，与理工
雷科和农科院合作， 获批一项总经费
9000 万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
仪器项目，研制应用于农业领域的昆虫
探测雷达，就得益于学校与企业之间的
深度合作，尤其是在项目论证阶段企业
所投入研发资金的保障。
通过学科性公司科技成果转化的
实施， 还实现了科技创新成果的再创
新。例如，理工雷科最先转化的科技成
果主要应用于军用雷达和导航领域，
近年来通过学校和理工雷科的协同创
新，瞄准民用领域。北斗手持导航终端
和
“北斗灾情报送系统”分别在四川芦
山抗震救灾和 2016 井陉抗洪救灾中
大显身手； 边坡预警雷达在毕节山体
滑坡灾后监测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设“
帮扶菜车” 解决游商就业

街
乡

本 报 讯 （记者
马 晓 晴） 占道经营

口摆摊，一干就是 12 年，将他疏解后
就断了他一家的经济来源。 为了解决
老崔一家的生计，去年年底，街道在龙
潭北里社区的商店为他找到一个摊
位。今年年初，“老崔煎饼”正式进店经
营，如今老崔也有了自己的营业执照。
此外，为了加强执法，城管执法队
在左安门内大街、夕照寺街、广渠门内
大街、龙潭公园周边等辖区 15 个重点
路段安排执法人员进行定点监督管理。
同时加强日常监管，每天早 6 点半到 9
点， 晚 5 点半到 8 点加大对辖区各路
段的巡查，发现占道经营及时处理。 对
于人流量、车流量较大的学校、小区、市
场等重点路段，控制摆摊，安排专人在
重点时段加强巡查，确保市容秩序。

如何治理？ 游商疏
解后怎么解决就业
部
问题？ 常年占道的
“
僵尸车” 如何清
吹 门
报
哨 到 理？ 昨天，东城区龙
潭街道举办了“街
道吹哨、部门报到”城市环境提升综合
协调会，介绍了街道“堵”“疏”结合整
治占道经营、解决游商就业、清理“僵
尸车”等做法。
一个多月前， 龙潭街道试点为游
商提供了对口帮扶车， 让其使用东单
菜市场的营业执照， 定点定时售卖蔬
菜、农产品，这既为游商提供了去处，
又为百姓买菜提供了便利。

多部门联手清“僵尸车”

固定地点定时售卖
昨天下午， 记者在龙潭街道绿景
馨园 6 号楼前看到，一辆写有“对口
帮扶车” 字样的菜车停在小区门口，
这是龙潭街道为解决游商就业专门
设置的帮扶菜车。 帮扶菜车每天 7 点
到 11 点半在小区门口定点售卖蔬菜
和农产品。
据龙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郝兆阳
介绍，龙潭街道共有 11 个社区，计划
每个社区建 2 个便民蔬菜点，目前已
经建成 18 个，未来还要再建 4 个。

新 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对话优秀街乡党（工）委书记

本 报 讯 （记者 蒲 长 廷）
“工作务
实，说话办事干净利落直奔重点，不拖
泥带水。”提起怀柔区杨宋镇党委书记
王建刚，这是大家对他最深的印象。
从 2015 年 9 月至今，镇党委连续
三年被评为怀柔区
“
五个好”乡镇党委，
政府绩效考核连续三年排名全区前列，
王建刚个人年度考核也连续三年被评
为
“
优秀”。 对于上级交办的各项工作，
王建刚会结合实际提出自己的工作思
路，保质保量完成。在负责怀柔区城中村
拆迁安置工作期间， 他结合怀柔实际情
况，研究制定了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并经

“帮扶车”在为市民提供便利的同时也解决了游商就业问题

22 个便民蔬菜点共分为三种形
式。一是利用腾退空间建菜站；二是设
立幸福彩虹直通车，定时定点卖菜，目
前已经设立 4 辆；三是试点设立东城
区对口帮扶车， 专门解决游商就业问
题，由东单菜市场负责发放牌照，目前
龙潭街道已有一辆对口帮扶车， 未来
还将再添加两辆， 解决更多游商的就
业问题。

摄 / 记者 杨益

堵疏结合游商进店
“占道经营商户大多是失业、进城
务工等生活困难群体， 为避免引发社
会矛盾，我们采取了‘堵’与‘疏’结合
的方式，解决游商就业问题。 ”龙潭街
道综合执法队常务副队长朱月强举例
说，龙潭地区
“老崔煎饼”比较有名，从
2005 年起就在物美超市光明楼店门

昨天，城管、公安等部门开展了清
理整治“
僵尸车”行动。 据龙潭街道城
管执法队副队长赵岩介绍，昨天上午，
街道、城管、公安、交通等部门联合对
培新街的两辆
“
僵尸车”进行拖移。 这
两辆车停了将近一年， 常年停在公共
区域，影响了居民出行。
截至目前， 龙潭街道今年共清理
出
“
僵尸”机动车 8 辆、电动车和摩托车
4 辆、自行车 40 余辆。 赵岩表示，目前，
主干道
“
僵尸车”已清理完毕，各小区内
的
“
僵尸车”清理工作仍在进行中。

年度考核连续被评“
优秀” 怀柔区杨宋镇党委书记王建刚——
—

为群众办实事“
那都不叫事”
常利用晚上的时间， 到老百姓家中唠家
常，悉心给大家解读拆迁中的政策。
王建刚有句口头禅，“那都不叫
事”。 由于长期在基层一线工作，且经
历了多个岗位的历练，面对复杂问题，
他往往都能轻松化解。
近年来， 杨宋镇承担了很多区级
重点难点工作，
“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期间联络线两侧的环境整治、万
米滨河公园改造升级、 街区征地拆迁、
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新校区和京沈客专
（杨宋段）建设等，每一件都是涉及全区
乃至全市发展的大事。这些任务交给王

建刚后，他都能够按时保质地完成。 以
至于有些干部开玩笑说， 每当遇到难
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建刚。
对于如何不断提升地区群众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王建刚思考了很多，也
做了很多。2017 年，全面开展了“
疏解
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全年腾退一般
制造业 6 家，清理整治“散乱污”企业
57 家，清退养殖小区（场）56 户，拆除
各类违法建筑 8.6 万平方米；同时，围
绕电影学院新校区和京沈客专 （杨宋
段）建设等重点工程，超前谋划地区产
业发展方向和城市布局，逐步优化地区

产业结构， 全年引进文化创意企业 20
家， 全镇文化创意企业累计达到 570
家，影视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 在此
基础上投入 1522 万元，用于保障和改
善民生事业，帮助 59 户 168 人顺利摆
脱了低收入。
王建刚对于干部在改革创新和实
践探索中所出现失误和错误， 也能够
及时进行综合分析， 区别对待， 坚持
“
三个区分开来”，能给予充分的理解，
有效调动了班子成员的工作积极性，
个人也得到了大家的尊重与拥护，在
干部群众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