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恒基中心分公司综合实力雄厚，
加工设备先进， 检测手段完善，
建有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 为确
保产品的技术水准和质量的稳定
提高，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云瞳监控系统， 对现有视频

安防监控系统平台的升级改进，
对物业管理处前台 、 岗亭 、 财
务、 中控室等16个重要岗位新增
或更换为数字监控摄像机， 后台
增设的统一接入平台设备及出口
网关组成云瞳监控系统， 实现本
地局域网监控及外网监控。 安装

云瞳系统以后， 有利于各层级管
理人员通过电脑或手机APP实时
管理， 并能掌握重要岗位的突发
状况， 以便及时做出处理； 共减
少停车场、 办公楼、 公寓、 商场
安保人员27名， 每年大约可节省
12余万元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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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瞳

———东城职工技术创新之创新成果展示

北京华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3年， 十多年来， 华江
产品的创意和设计， 一直是引领
行业的风向标。 “不断创新， 是
华江企业发展的灵魂”。

“共创繁荣”、 “一带一路 ”
高峰论坛国宴餐具， 迎合 “一带
一路” 峰会主旨， 在设计理念里
将丝绸路上反映哲学思想和文化
韵味的历史元素。 在工艺上， 多
次高温烧制， 使胎体瓷质洁白细
腻， 呈现出 “白如凝脂， 声如鸣

磬” 的境界。 高光浮雕珠光珐琅
彩工艺， 附之无色浮雕暗纹， 以
雅丽、 柔婉的人文气质， 把中国
当代陶瓷的技艺与美学， 为世界
打开。 追求艺术层次的同时， 在
餐具的实用性上也反复雕琢， 奶
缸、 壶嘴不挂杯不滴水； 飘带般
的把手提供了最舒适的握感； 壶
盖大角度倾斜至少60度角不脱
落； 触口部分甚至底足都光华细
腻； 环保检测更是达到了国际标
准。

在国宴餐具中融入历史元素
北京华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赋予传统漆器崭新的时代生命力
北京金漆镶嵌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金漆镶嵌有限责任公司
的前身北京金漆镶嵌厂是1956年
由16家作坊采用 “公私合营” 方
式联合建厂的国有企业， 2005年
3月改制为股份制的有限责任公
司。 主要生产经营项目有传统漆
器、 古典家具、 室内装饰业， 木
雕石雕根雕等其它工艺品， 以及
满族、 藏族、 蒙古族、 回族、 朝
鲜族等少数民族产品。 “一带一
路” 漆艺系列礼品， 以漆盒、 漆
瓶 、 漆盘等小巧精致的器皿为
主， 共20件套， 方便携带， 赋予
了传统漆器崭新的时代生命力。
在设计理念、 工艺技法、 题材品

种、 材料运用、 使用功能等方面
不断加以突破， 是传统工艺与现
代时尚、 艺术性与实用性完美结
合的产物， 更加符合当代人的生
活与审美， 适合市场需求和百姓
消费。

碳纤维加固技术保障工程质量
北京荣威建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荣威建设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创建于2005年， 成立以来，
该公司务实经营， 得到了良好的
发展。 并坚持以对社会、 客户和
企业负责的精神精雕细琢每个产
品的每一个细节， 为社会提供优
质的产品和服务， 为客户创造价

值。 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中的碳
纤维加固技术的应用是高强高弹
性模量材料， 抗拉强度是钢材的
十几倍， 选用碳纤维与配套树脂
粘结剂， 加固教学楼内外墙， 屋
面梁板及楼面， 其优势在于： 碳
纤维加固无需大型施工机具， 施

工便捷 ， 且材料厚度薄 、 重量
轻， 修补后基本不增加自重和外
形尺寸， 对装修影响小； 同时材
料具有良好的耐久性 、 耐腐蚀
性、 触变性和易溶性等特性， 不
需定期维护 ， 施工质量易于保
证， 也更符合环保要求。

北京瑞谷教育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是专业致力于教育、 艺术、
文化产业领域的多元化教育公
司。 该公司汇聚中外优秀教育资
源 ， 研发2岁至6岁系列教育产
品。 在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部、 教育部大力支持下， 开展多
领域师资培训项目 。 “童趣中
国” 传统手工游戏， 围绕中华传
统文化的核心出发点， 在结合儿
童游戏与教育对象特点的前提
下， 从众多的民间游戏中选出最

具民族风俗和民族艺术特色、 最
为人们喜闻乐见的9种游戏， 组
成 “童趣中国” 系列经典游艺资
源包。 通过游戏， 能够加强儿童
对祖国传统文化宝贵财富的了解
和认知。

“童趣中国”让孩子认知传统文化
北京瑞谷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开创新型智能电子锁新时代
北京瑞特佳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瑞特佳科技有限公司成
立于2002年， 成立之初即以提升
中国建筑门控系统国际化水平为
使命， 引入国际上成熟的行业标
准及门控系统产品解决方案， 服
务于中国的建筑工程， 经过多年
的发展， 公司已经形成了自身独

有的建筑门窗控制系统方案设计
能力与工程服务能力， 成为中国
领先的门窗控制系统集成商。

基于智能家居控制的家用智
能门锁， 具有钥匙开锁、 指纹开
锁、 密码开锁、 卡片开锁和APP
授权开锁功能， 同时APP可实现

对钥匙、 指纹， 密码和卡片的注
册和管理功能， 开锁记录以及非
法开锁报警提醒会实时推送给用
户。 此项研究成果的软件系统可
以根据对接的系统要求进行改
写， 实现控制、 安防、 智能一体
的功能。

“防冒”声光系统降低抽粪成本
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经管所

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负
责东城区范围内主要大街、 干路
部分绿地的清扫保洁 ， 生活垃
圾、 粪便清运等环境卫生作业和
服务工作。 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
中心经管所是区环卫中心16个基

层单位之一， 负责粪便清运、 疏
通， 化粪池的清运以及垃圾、 渣
土的运输。 全自动 “防冒” 声光
报警系统， 该成果根据油田抽油
作业时利用一个浮球工作的原理
设计而成， 通过 “真空断电” 和

“真空回位”， 避免了在抽粪作业
过程中和行车时经常发生的抽
冒、 晃冒、 自溢现象， 有效防止
粪便污物被吸入抽粪车真空系
统， 节约了抽粪车的油耗成本，
延长了真空泵的使用寿命。

“伙伴”校本课程提升学生综合能力
北京市东城区遂安伯小学

北京遂安伯小学成立于1958
年， 距今已有60年的历史。 随着
时间的推移， 遂安伯小学也在不
断地发展着、 变化着。 昔日的斑
驳被缤纷的色彩取代， 特别是遂
安伯小学的电子阅览室、 计算机
房、 语音及电子琴教室、 多功能
厅的建立， 又为遂小增添了现代
化的气息。

“伙伴 ” 校本课程 ， 基于史
家小学 “和谐育人” 教育理念及
“无边界” 课程体系， 遵循 “学

思结合 、 知行统一 ” 的教育思
想 ， 从学生身心特点出发 ， 从
学、 思、 知、 行四个维度架构，
把校区的教育教学、 课内外活动
进行整合， 把学校、 家庭、 社区
中的教育资源进行挖掘， 通过以
书会友、 游戏互动、 团队建设、
项目学习、 主题拓展， 引导学生
学会交流与分享、 沟通与表达、
交流与合作、 自主与体验、 实践
与创造， 培养学生沟通、 交流、
合作的品质与能力。

联合手术治疗成果造福患者
北京市普仁医院

北京市普仁医院 (原北京市
第四医院) 创建于1900年， 是隶
属于崇文区的二级甲等医院、 北
京市基本医疗定点单位， 是一所
集医疗、 教学、 科研和预防为一
体的综合性医院， 作为首都医科
大学教学医院， 北京市普仁医院
参与、 承担国家级、 省部级、 市
区级科研任务。

合并继发性青光眼患者的联
合手术治疗， 是将睫状体光凝这

一术式灵活应用于合并继发性青
光眼患者的外伤或眼底病手术治
疗中， 利用激光阻断眼内睫状体
分泌房水的功能， 通过减少眼内
液体生成达到降低眼压的目的，
术后眼压控制率达到95%， 平均
视力恢复至0.2-0.3， 平均住院
日由原来的10.3天缩短至6.9天，
为患者和医保中心节约了治疗费
用，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

蜂窝铝板吊顶实现资源再利用
中国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是由
国有股、 法人股、 外资股、 职工
股共同出资的股份制公司。 该公
司拥有一大批建筑施工、 建筑结
构、 装饰装修项目、 室内室外专
业设计、 材料供应、 木门钢窗加
工、 设备配套、 劳务管理等企业

优秀管理部门 、 专家和服务人
才。 中国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多项
设计参赛获奖 ;位居中国建筑装
饰行业百强企业前20名。

蜂窝铝板吊顶， 利用石材复
合蜂窝铝板替代传统通体石材，
突破天然石材在吊顶工程应用的

困局 ； 蜂窝铝板吊顶的创新工
艺， 解决了石材复合蜂窝铝板吊
顶的安装问题； 采用角钢跨接方
式有效解决了在碳纤维加固带楼
板上吊顶存在的质量、 安全隐患
等问题； 有效降低成本投入， 实
现资源的再利用。

可以掌上操控的监控系统
北京恒基中心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