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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中国文化金融峰会”召开 东城“组合拳”打造高精尖经济结构——
—

金融机构入驻东城可获多重补贴
资服务的业务规模，2亿元（含）以上的
给予业务规模1%的奖励， 单个金融机
构年度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今天上午，
“
2018中国文化金融峰
会”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东城区已经
制定出台了多项产业政策，包括《东城
区加快文化创新融合 构建高精尖经济
结构的实施意见》《东城区支持金融业
发展办法》《东城区关于鼓励企业上市
挂牌融资的若干措施》等，打出了经济
结构+产业发展+资金支持的政策“
组
合拳”，为深入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打造“文化+”融合发展的高精尖经济
结构实现了政策保障。

开辟“绿色通道”
提供“一站式”服务

东城社会劳动生产率
2020年达30万元/人
根据 《东城区加快文化创新融合
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实施意见》：到
2020年，东城区文化产业、信息服务
业和金融业主导作用更加突出， 占全
区GDP的比重达到44%，全区社会劳
动生产率达到30万元/人，地均产出达
到63亿元/平方公里，创新驱动、多元
融合、 开放共享的高精尖产业体系建
设形成。
到2025年，文化产业、信息服务
业和金融业占全区GDP的比重达到
45%， 全区社会劳动生产率达到36万
元/人， 地均产出达到80亿元/平方公
里，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引擎作
用显著发挥， 服务国家战略能力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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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区委宣传部长正在做大会发言

步增强，
“
文化东城”品牌享誉全国，成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杆。

金融机构新入驻东城
将获开办费用等补助
《东城区支持金融业发展的若干
意见》 则强化了对金融机构成立初期
培育扶持， 并鼓励金融机构入驻东城

区发展。对新设、新迁入东城区的法人
金融机构， 根据其综合贡献给予一次
性开办费用补助， 并对购买办公用房
的给予一次性补贴。
对新设、 新迁入东城区的法人文
化金融专营机构，在开办费用补助基础
上再额外增加15%的一次性补助；对东
城区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
机构，按照每年向区内文化企业提供融

根据 《东城区关于鼓励企业上市
挂牌融资的若干措施》， 申请国内主
板、 中小板及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IPO）的企业，在获得证监会
出具的申请受理通知书后， 可申请
200万元奖励； 在获得证监会出具的
核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后，可
另申请300万元奖励。
企业在新三板成功挂牌的， 自挂
牌后3年内累计融资达到6000万 元
的，给予一次性200万元的奖励。 对文
化产业类企业成功挂牌的， 自挂牌后
3年内累计融资达到3000万元的，给
予100万元的奖 励 ， 累 计 融 资 达 到
6000万元，再奖励100万元。
此外， 东城区有关部门将拟上市
企业、上市公司、优质挂牌企业列为重
点服务对象，简化办事流程，提高办事
效率；开辟
“绿色通道”，提供
“一站式”
服务，积极帮助协调化解企业改制、挂
牌、 上市过程中和经营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推进企业快速发展，进一步优化
文 / 记者 马晓晴
区域营商环境。

2万多海淀居民 喝上市政自来水
本 报 讯（记者 张 丽 ）记者上午从
海淀区政府获悉，海淀全区2018年计
划完成14个住宅园区的自备井置换
市政供水工作，截至目前，除一处实施
困难外，月秀园、古月园等13处住宅
园区均已基本完成置换工作。
上午10时许，记者来到圆明园花
园小区。 据25号楼的居民张先生介
绍，该小区有700多户居民，之前自备
井水质不好， 且经常因为水管破裂和
漏水等原因导致整个小区停水。“有几

十户因水质问题把房子都卖了。”张先
生说，以前小区几乎家家都用净水器，
或者去小区净水器买水，
“
现在接入市
政水，再也不担心这些问题。 ”
记者了解到， 自备井主要建设于
上世纪70年代，除了解决生产用水，还
向周边居民和单位供水。但随着北京水
资源严重短缺，自备井供水问题也越发
突出。 以圆明园花园别墅小区为例，近
些年停水频繁，2016年停水16次、2017
年停水35次，今年也停了十几次。

14创新项目获“智聚”大奖
本 报 讯（记者 张 丽）昨天，由中
关村街道等单位主办的 2018“中关
村·智聚” 创业大赛暨第四届中关
村地区创新创业大赛决赛落幕。 记
者了解到，14 个创新创业项目分别
斩获大赛金、银、 铜 奖 和 最 具 投 资
价值奖。
据介绍，此次 2018“中关村·智
聚” 创业大赛总体赛事分为在创企
业、 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三大赛道
（组），面向社会高层次人才、留学回
国人员、高等院校师生、科研院所研
发团队、创业创新团队等，按照预赛
选拔、复赛网评、现场决赛三个阶段
实施。 最终，共有 150 余个项目参加
大赛初赛选拔，40 个优秀项目进入
复赛网评，16 个优胜项目最终进入
本次决赛。
该创业大赛自 2015 年首次启
动以来，今年已经是第四届，累计吸
引优秀创业项目 400 余个， 历次大
赛不乏优胜企业在中关村地区腾飞
发展。 像多贝云教室、Mibot 智能机
器人、北斗恒星、声智科技等一批优

秀的创业项目和创业团队都是在这
里扬帆起航， 绽放出创业企业蓬勃
的发展魅力。
其中，参加 2017 年“中关村·智
聚”创业大赛的获奖项目——
—“进化
者机器人小胖”现已完成 2 亿（人民
币） 融资，2018 年预计销售额达 5
亿元。
记者了解到， 本次创业大赛参
赛项目主要集中在智能制造、 文化
创意、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现
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 其中，复合翼
工业无人机、Nokov 光学三维动作
捕捉系统、 全自动土壤样品制备系
统等多个参赛项目技术为国内首
创，已申报发明专利达数十项，在科
技前沿领域具有较高创新水平和市
场竞争力。
下一步，中关村街道将围绕“新
动力 新形态”，以“互联互通 共智共
享” 为理念， 助推优化营商环境升
级，不断激发区域经济发展新活力，
共同推动新时代中关村、 海淀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

海淀区马连洼街道环保科负责人
苏景松告诉记者， 停水的原因分为两
种：一是供不上，二是设备老化。 例如
月秀园的自备井现在在地下八九百米
的位置，由于抽不上水，经一次性加长
了30米长的水管伸到地下取水。 天秀
园一口自备井辐射了6个园区和1所
学校共计4400多人，经常出现供水不
足的情形，需要分时供水。
据介绍，海淀区2018年计划完成
14个住宅园区的自备井置换市政供

水工作，马连洼街道就占了11个，除1
处属于部队产权列入明年计划之外，
街道辖区内10处住宅园区的自备井
置换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截至目前， 马连洼街道已基本完
成了古月园、澄秀园、荷塘月舍、西山
庭院、安和园、水利社区1号院、水利
社区2号院、 圆明园花园别墅、 久盛
居、 百草园共计10个园区的改造，受
益居民多达5570户， 共计2万多人从
此喝上市政自来水。

前11月预算收入同比增5%
本报讯（记者 张 丽）记者从市财
政局了解到，1 月到 11 月， 全市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5455.4 亿元，同比
增长 5.0%，完成年度预算 94.3%。 从
主要收入项目看，增值税完成 1653.3
亿元，同比增长 7.5%，主要是金融业
增值税增长较快带动。 1 月到 11 月，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6630.9

亿元，同比增长 11.5%,完成年度预算
97.9%，超时间进度 6.2 个百分点。
从主要科目看， 教育支出 884.7
亿元，同比增长 5.5%；科学技术支出
401.4 亿元，同比增长 21.3%；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 770.9 亿元， 同比增长
5.8%；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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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增长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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