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交控科技公司技术人员正在进行越南河内轻轨线路调控测试

北京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为“良”

截至2016年， 北京研发经费
支出达到1479.8亿元， 比2011年
增长58%， 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
平； 全市科技型企业总数43.2万
家 ， “新三板 ” 挂牌企业累计
1479家， 市值居全国首位……五
年来， 北京创新发展蓝图实现新
布局 ， 主要创新指标实现新增
长， 全面创新改革取得新突破，
北京正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 努力打造
成北京经济发展新高地。

创新惠民
无人驾驶“燕房线”年底运营

一辆无人驾驶的列车安全 、
平稳地停靠在地铁站， 搭载乘客
快速、 可靠地驶向下一个车站。
今年年底， 国内首条自主化全自
动 （无人驾驶） 运行线路———北
京轨道交通燕房线将正式运营，
目前已经进入试跑调试阶段。

“例如这辆列车计划早晨5点
05分出发 ， 它会根据计划自己
‘醒’ 来， 然后自我检测31个健
康项目 ， 检测后自己出库 、 进
站， 结束任务它会回到车库……
整个过程完全实现无人工操作。”
北京交控科技有限公司是目前国
内唯一掌握自主CBTC信号系统
核心技术并工程应用的城轨信号
公司， 而列车的全自动化正是基
于这个系统。 该公司董事长郜春
海介绍， 这条全自动运行系统线
路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 “无人驾
驶”———无需人工介入，即可实现
列车一系列自动操作。 “等到年底

正式运营， 乘客能在列车的最前
端直观感受到无人驾驶列车的全
自动化。 这条线路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 当前已经达到甚至超
越发达国家水平。 ”郜春海说。

这个项目只是北京市科技创
新惠民项目的一个缩影。 市科委
副主任伍建民介绍， 五年来， 创
新惠民水平大幅提升。 如本市深
入实施首都蓝天行动、 清洁空气
行动计划等科技惠民专项， 加快
垃圾处理、 生态功能提升等领域
的技术开发和示范应用。

人才聚集
诺奖得主在京设立研究院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被誉为
科技改革试验田， 自2005年12月
正式成立以来， 在北京市科委的
推动下， 带动了处于创新高峰期

的海外优秀人才回流， 建立了一
支高水平的科研队伍， 着眼于原
创性基础生命科学研究， 大胆尝
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 走出在中
国原始科研创新的新路子。

截至2016年底， 北生所独立
发表的科研论文300余篇， 申请
国际、 国内专利16项， 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 作为科技改革试验
田， 北生所率先落实了 “待遇招
人、 事业留人、 服务到人” 的工
作方针， 吸引了一批处于科研高
峰期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 截
至目前， 由36位海外优秀人才领
衔建立的25个独立实验室和12个
科研辅助中心从事原创性的科学
研究， 在细胞凋亡、 细菌先天免
疫等领域形成国际领先的多学科
交叉科研团队和研究平台， 组成
了我国生物科技前沿领域的一个
优势创新队伍。

伍建民介绍， 近年来， 诺贝
尔奖级科学家等高层次顶尖人才
来京领衔开展科学研究呈现加速
态势。 截至今年5月底， 5位诺贝
尔奖获得者在京设立研究院， 领
衔开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截
至2016年底， 北京累计吸引 “千
人计划” 人才1653位， 占全国的
四分之一。

完善政策
“沉睡”科技资源实现共享

五年来，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本市先后制
定实施了“京科九条”“京校十条”
等改革举措， 以及14个配套实施
细则， 明确规定科技成果转化所
获收益中按不少于70%的比例用
于对科技成果完成人和为科技成
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进行
奖励。

市属高校院所纷纷出台本单
位科技成果 “三权” 改革管理办
法。围绕科研人员激励，突出知识
价值导向， 在全国率先开展股权
激励试点，并向全国推广。

记者了解到 ， 截至 2016年
底， 105项股权激励试点方案获
得批复， 405名科研和管理人员
获得股权 ， 激励总额约 2.25亿
元。 实施首都科技创新券政策，
2014年以来共安排1亿元财政科
研经费， 支持了1528家小微企业
和80家创业团队， 购买高校院所
的科研服务， “撬开” 实验室大
门， 唤醒 “沉睡” 的科技资源，
带动更多的科技资源开放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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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
奋进的 年55

迎接市十二次党代会

□本报实习记者 唐诗
通讯员 孙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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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 ， 市环保局 、 市交通
委、 市住建委等多部门在 “砥砺
奋进的五年” 系列发布会上分别
介绍了五年来北京在生态文明建
设方面取得的成就。 记者了解到
五年来北京空气质量已持续改
善， 京津冀轨道交通年底前互通
“一卡通”。

京津冀轨道交通年底互通
市交通委主任周正宇表示 ，

2012年至2016年的5年期间，全市
交通领域投资完成3400亿元，占
同期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的13%。
相继建成了京台高速、北昆高速、
广渠路二期、 京良路等高速公路
和城市道路重点项目。高铁方面，
京张、京沈在施，京霸铁路开工建
设，预计2020年通车。

周正宇表示， 目前， 北京市
公交站点的覆盖范围已经可以达
到500米。 随着轨道交通新线的
不断投入， 目标是使得中心城的
轨道交通覆盖范围达到750米左
右。 这意味着市民从住所出门，
只要走750米左右就可以找到地
铁站。 “今年 ‘十一’ 前， 1号
线和2号线的所有车站都将陆续
投入使用屏蔽门。”

目前， 已经启动了京津冀一
卡通互联互通工程， 市区1011条
地面公交线路 （除定制商务公

交） 及122条郊区公交线路已全
部实现一卡通互联互通。 周正宇
表示， 今年年底将实现轨道交通
的互通。

京霸铁路2019年连接
雄安新区

市住建委新闻发言人王承军
表示， 2013年以来， 本市启动安
排了重点工程生态环境提升项目
共计133项 ， 总投资超过2500亿
元， 涵盖清洁能源建设、 水环境
治理、 垃圾处理设施、 绿化工程
和城乡结合部建设等五个方面。

近五年来， 生态环境提升项
目 资 金 投 放 量 年 均 增 长 超 过
10%。 截至2017年5月， 已有80余
项完成建设计划， 投入运行或试
运行， 完成投资超过2000亿元。

在重点铁路工程方面， 2017
年本市共有京张铁路 、 京霸铁
路、 京沈客专等7项铁路工程列
入市重点建设项目， 京通、 京原
2项电气化改造工程列入前期工
作重点项目。 其中， 京张高铁将
是联动北京、 延庆、 张家口三赛
区的有力交通工具， 为2022年冬
奥会的顺利举办提供有力保障，
工程于2015年10月开工建设， 计
划2019年底建成通车。 京霸铁路
于2016年12月30日开工建设， 未
来将连接雄安新区， 力争2019年

与新机场同步建成运营。

3、4、5月PM2.5浓度近
年同期最低

记者从市环保局了解到 ，通
过五年的努力， 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 。 2016年 ， 空气中细颗粒物
（PM2.5） 年均浓度为73微克/立
方米，较2012年下降23.7%。 其他
三 项 污 染 物 可 吸 入 颗 粒 物
（PM10）、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较
2012年分别下降15.2%、64.3%和
8.2% 。 另外，地表水水质稳中向
好，地下水水质保持稳定，土壤环
境质量总体良好， 生态环境状况
指数继续保持在“良”的等级。

在空气质量方面 ， 3、 4、 5
月的PM2.5浓度分别为63、 53和
46微克/立方米， 为近五年同期
最低； 空气质量达标天数88天，
同比减少8天。

长安街及延长线年底整
治提升完毕

市城管委主任孙新军表示 ，
五年来， 北京的环境建设呈现出
“江山如画”“家园如归”的气象。

5月份举办的 “一带一路 ”
高峰论坛， 围绕 “三区、 三环、
六线、 三周边” 等重点区域， 完
成了68大类、 2033个项目 、 1万
多个点位的环境整治任务。 在长

安街及其延长线， 体现 “庄严、
沉稳、 厚重、 大气”， 在建筑立
面、 园林绿化等进行套系设计、
全面提升， 今年年底将完成全部
整治提升工作， 届时神州第一街
将以崭新的气质亮相。

明年底前建成区污水实
现全收集全处理

2014年12月12日， 南水北调
中线一期工程通水。 12月27日，历
经了1276公里跋涉的丹江口水库
来水奔涌进京。两年多来，北京累
计来水22.8亿方。 水质始终稳定
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II类以
上， 全市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100
万。 中心城区供水安全系数由1.0
提升至1.2，地下水下降趋势得到
缓解。 在治理黑臭水体方面，明
年年底基本消除全市黑臭水体。
2017至2018年， 全市新建污水管
线1093公里， 改造雨污合流管线
409公里。 计划明年年底前，全市
建成区提前实现污水收集处理设
施全覆盖，污水全收集、全处理。

□本报记者 边磊

近日， 怀柔区琉璃庙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开启 “流动医
院”， 让医疗车开进村里， 23
个附近的行政村居民就近享受
到医疗服务。

琉璃庙位于怀柔北部山
区， 最远的梁根村距离琉璃庙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5公里， 而
该中心距离城区40公里。 “村
里每天只有两趟到中心的班
车 ， 去县城买药很不方便 。”
家住梁根村的患者张大爷说。

为使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
山区居民享受更好的医疗服
务， 琉璃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依据各村的地理位置以及人口
分布情况，把医疗车开进村里。
记者了解到， 医疗车通常每周
二或周三载着4至5名家庭医
生， 配备医疗器械和60余种慢
性病、常见病药品，每两个月循
环一次深入到梁根、狼虎哨、青
石岭等23个行政村， 为当地群
众开展诊疗服务，送医、送药、
送健康。

该中心还派专职人员完善
居民的健康档案， 使家庭医生
全面了解自己团队负责的老年
人群的患病情况， 并向他们发
放家庭医生联系卡 。 截至目
前， 流动医院下乡12次， 共服
务600余人。

□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科普讲座进社区

“我家灶台和抽油烟机距
离比一般近一点， 能使用罩圈
吗？”“罩圈的隔热性能怎么样，
会不会烫着人？ ”“长期使用罩
圈会不会生锈？ ”6月9日，在西
城区天桥街道举办的以 “节能
低碳环保科技发明科普讲座”
为主题的活动中， 燃气节能防
辐射罩圈发明人李强面对居民
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做出了详
细解答。

提起节能防辐射罩圈的设
计初衷，李强回忆：“三年前，做
饭时总感觉厨房里有点气味。
这说明燃气没有全部燃烧，而
且燃烧的热量部分散发到厨房
里。 所以我和爱人就萌生了设
计一个‘罩圈’的想法。 ”于是，
李强利用自己多年在中国船舶
集团总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做
高级工程师的技术功底， 设计
图纸、联系加工厂家生产，并到
各个销售天然气灶台的厂家做
调研，改进设计，反复对比做实
验， 最终实验的结果显示可节
约燃气22%以上。

据了解， 经过北京市燃气
及燃气用具产品质量监督检查
站检测， 目前， 《家用燃气灶
具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标
准规定： 家用燃气灶一级能效
达到63%， 李强开发出品的新
型节能防辐射燃气罩圈可提升
到68%。 截至目前， 该发明已
经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注册
了至少两项以上的专利。

□本报记者 崔欣

怀柔琉璃庙
流动医院巡诊村民

以建设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

北京努力打造经济发展新高地

五年来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