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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景山莲石湖公园千人“清凉水战”

□本报记者 余翠平

工会工作者引领职工现场入会

昌平园发放千万元“人人创新券”
助力小微企业创新创业

昨天上午， 丰台区小屯西路
棚户区改造项目签约大厅门前早
早就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我们
都是提前一天就在项目签约大厅
门前排队， 为的就是能排到一个
比较靠前的签约号， 早签约早选
房。” 一位正在等待签约的居民
告诉记者。

15个小组推进征收工作
上午8点， 项目预签约工作

正式拉开序幕， 四个标段15组居
民有序地进入签约区开始签约 。
记者发现， 每户居民签约整个过
程大概只需约15分钟左右， 非常
顺利， 各项工作及流程安排得合
理并严谨。

小屯西路棚户区改造项目 ，
是北京市首个土地一次性招标的
棚改项目。 该项目得到了丰台区
委、 区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
视， 并专门成立了项目征收工作
领导小组及现场指挥部， 指挥部
下设4个标段15个小组， 全力推
进项目棚改征收工作。

近阶段， 小屯项目全面进入
预签约倒计时冲刺阶段， 项目征
收现场指挥部部署了多项支持工
作，明确了工作任务和目标，建立
督办机制，采取党建引领、氛围营
造、法律宣传及服务等多项措施，
推动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小屯棚改项目创新性地采取
了签订 《意向签约单》 的重要举
措， 对项目范围内居民的签约意
向有了一个更深入、 更具体的了
解， 并对被征收居民做了最后的
动员工作， 效果非常理想。 截至
8月7日， 共有608户进行了意向
签约， 达到被征收比例的75%。

老住户盼着改善生活环境
“感谢丰台区政府， 感谢城

建集团 ， 为我们谋的好福利 。”
前来预签约的居民阎庆芬激动
地说。

原来， 阎庆芬已经在这里住
了50多年了， 老伴是北京城建集
团的退休职工， 住的一直都是小
平房， 常常是外面下雨， 屋里也
哗哗漏水。 有时候雨下大了， 雨
水还会往屋里灌， 于是这里的居
民都自备沙袋。 更让阎庆芬印象
深刻的是 ， 由于附近的水质不
好， 只能由老伴骑着车去大瓦窑
拉水。 “现在可好了， 我们早就
盼着这一天， 好改善我们的生活
环境。” 阎庆芬说。

据现场指挥部工作人员介
绍， 预签约为期30天， 如在期限
内整体签约率达到70%， 预签征
收补偿协议生效。 届时发布项目
征收公告， 进入正式签约期。 凡
是在正式签约期内签约， 按规定
时间交房并通过审计审核的被征
收人， 可获得补偿方案中规定的
全部奖励费。 除此之外， 项目对
困难家庭还额外发放相关的补
助， 包括低保户补助、 残疾人补
助、 大病补助。

居民可选择三种补偿方式
小屯棚改项目的被征收居

民， 可选择货币补偿、 购买回迁
安置房、 外迁安置房三种补偿方
式。 其中， 原址回迁安置房规划
回迁住宅1300余套， 回迁房住宅
根据不同需求， 设计有一居、 两
居、 三居室户型， 面积区间为35
至100平方米。 外迁安置房房源
为北京城建琨廷项目， 位于房山
区窦店， 是北京城建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近年来全力打造的一个
精品住宅项目， 项目品质高， 是
区域内的标杆项目。

小屯西路棚户区改造项目 ，
建设单位为北京城建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是北京城建集团全资
子公司， 是一支享誉京城的房地
产开发建设队伍。 他们紧紧抓住
北京 “四个中心” 定位、 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和非首都功能疏解
向纵深发力等重大商机， 充分发
挥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专业优势，
增强服务意识， 积极拓宽与政府
合作渠道， 参与老城区、 棚户区
的项目改造。

近日， 石景山区在莲石湖公
园举行了Crazy Water·清凉水战
活动， 活动进行了3小时， 千余
人参加。

记者从石景山旅游发展委员
会了解到， 此次清凉水战活动由
装备升级定向、 开幕式、 泼水狂
欢、 音乐派对四个环节构成， 从
1时开始到下午4时30分结束。 装

备定向环节由纸杯传情 、 造型
秀、 智慧比拼、 传递呼啦圈、 默
契大比拼5个清凉十足的小游戏
构成， 此环节让市民既可以结识
朋友又可以锻炼意志力。

本次活动的重头戏是泼水狂
欢 ， 参 与 的 市 民 用 超 级 泼 水
装 备 进 行了泼水狂欢大战 。 音
乐派对中， 红之梦乐队为泼水大

战加油助威， 让大家边玩泼水边
听音乐。

同时， 活动组委会在定向游
戏点以及沿途处安排了志愿者，
协助开展医疗救护、 维护活动秩
序、 服务活动人员等工作。 主办
方表示此次活动意在推动全民健
身， 同时让更多人了解莲石湖的
休闲旅游文化资源。

“前门扶手杠需要加固， 中
门一卡通刷卡器接线有点虚， 用
万用表测量一下 ， 进行紧固 。”
339路王佐公交场站内保修三厂
青年突击队员们正利用公交车进
场休息的间隔时间， 对每一部车
辆进行问修和车况安全检查。 为
确保线路调整期间公交车辆的安
全行驶， 日前公交保修三厂组织
40余名技术骨干， 对涉及调整的
承修车辆进行安全体检， 确保市
民安全乘坐。

通讯员 马振涛 摄影报道

日前， 中关村科技园区昌平
园管理委员会拿出1000万元 （即
“人人创新券”）作为“昌平区小微
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专项
资金”， 以扶持昌平小微企业、创
业团队等科技研发、创新项目。

“人人创新券”通过昌平区科
学仪器共享平台人人实验发出，
创新企业可以在国家蛋白质科学
中心、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等近
3300家科技服务机构使用。 服务
项目有仪器设备共享、 测试检测
服务、研发设计服务、委托开发服
务、 合作研发服务、 技术解决方
案、创新支撑服务等七大类。

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 创业
团队可在人人实验平台上进行实
名认证， 通过线上申请， 可获得
“人人创新券”， 提供项目合同和
发票等相关证明材料即可获得扶
持款项。 如果是在该区注册的小
微企业、 创业团队， 在昌平各服
务机构上使用科研设备资源， 人
人实验可为其补贴总购买费用的
50%， 每家昌平企业或团队每年
享受补贴总金额上限20万元。

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创业的
博士颉彦华成为首批受益者 。
“我们北京华颉基因医疗技术有
限公司在昌平注册， 北京生命科
学园孵化器为我们提供了场地与
设备的租赁服务， 通过申请 ‘人
人创新券’， 公司享受了20万元
的现金补贴。” 颉彦华说， 这不
仅给企业节约了创业的金钱成
本， 更节约了自己的时间成本。

类似颉彦华在创业过程中缺
钱缺设备的昌平企业不在少数。
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6月， 昌平
园企业总数达到3950家， 新入园
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186家， 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900家。
在早期发展阶段， 这些企业往往
会缺少高端仪器设备和服务 .人
人实验平台希望通过整合昌平区
甚至全国的科研设备， 为这些企
业和团队解决实际问题。

人人实验联合创始人周辉介
绍， 本次 “人人创新券” 的发放
力求做到便利及时、 广泛受益 、
雪中送炭， 切实惠及区域内小微
企业， 进一步扶持小微企业和创
新创业团队的科技创新活动， 营
造创新创业示范城市的优越创业
环境， 吸引更多优质项目和创新
企业落地昌平地区。

“昌平是北京的城市发展新
区和新城之一， 也是中关村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 目前已入驻大专院校43
所、 18个国家级科研机构， 16个
重点实验室， 45个国家和市级企
业技术中心等科技资源。” 中关
村科技园区昌平园管理委员会工
委书记 、 常务副主任张劲柏介
绍， 如何充分整合与盘活区域内
的丰富科技资源， 成为昌平区政
府思考并努力的重要方向 。 因
此， 区政府支持 “人人创新券”
服务的全面实施， 以促进中小微
企业与高等学校、 科研院所、 大
型企业之间的创新要素流动和产
学研用合作。

在昌平同步建设的还有全国
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中
关村生命科学联合创新服务中心
等公共服务平台。 随着辖区内公
共服务体系的逐步完善， 将给驻
区企业的科技创新提供越来越有
力的支持， 能全面盘活区内的丰
富科技资源， 为推动国家产业转
型升级注入强大动力和新活力。

“你们了解工会的福利政策
吗？ 知道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里
的优惠项目吗？ ”近日，丰台长辛
店镇总工会工作人员走进北京亿
旺精闽家居建材市场，与企业、职
工开展“面对面”的沟通会。

此次工会围绕 “政策解读”
“互助保障”“京卡办理”等项目对
众多外来务工人员法律咨询解
答。同时，工会专职工作者们利用
长辛店镇工会简介、 京卡宣传易
拉宝、 工会知识问答光盘， 以及
《加入工会不后悔》《职工互助保
障手册》《职工助推计划手册》等
宣传册进行多方面宣传。

当天早上， 工会工作人员就
已到现场就位。 由于很多商户都
不了解工会， 长辛店镇总工会主
席杨金花和副主席石建带领工会
工作者，走进商户逐一讲解。随着

工作的推进， 宣传台前很快就聚
拢许多商户，场面慢慢火爆起来。

商户们仔细阅读宣传手册，
扫描了长辛店镇总工会的 “微信
公众号 ” 二维码和 “北京工会
12351”APP二维码。 长辛店镇总
工会还把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等
带到现场， 为职工现场填写入会
申请表。 工会工作者则指导商户
办理入会相关手续， 短短两个小
时，就有55名职工申请加入工会。

“长辛店镇域内有多家建材
市场。建材市场中，规模性企业不
多，有的公司甚至只有一人。此次
职工沟通会， 也是长辛店镇总工
会适应新形势、新体制、新要求的
需要，是对非公企业建会难、小企
业数量多、职工流动性强、工会覆
盖面不够等亟待解决难题的一次
积极探索。 ”杨金花说。

把脉车辆安全
保障线路调整

小屯西路棚改项目启动预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