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 来自住总置业、 西
城卫计委等单位学员参加了北
京职工服务中心心理开放日
“曼陀罗绘画” 课， 在两个多小
时的课程中， 他们在老师的引
导下， 用画笔展现出了丰富的
内心世界， 获得了和谐的体验。

曼陀罗绘画相比 “秘密花
园” 涂色系列书籍更专业、 更
系统。 “曼陀罗也是内在的心
灵地图， 让我们借曼陀罗的意
向来沉思冥想， 全神贯注观照
本质自我， 并从中获得体验。”
老师解释道， 通过曼陀罗绘画，
能使大家的思维更加专注， 并
以此释放内在混乱的情绪， 从
而达到静心、 减压的效果。

“当老师给大家做了分析之
后，我感觉它真的博大精深！ ”西
城区精神卫生保健所职工吴金
娣在课后显得意犹未尽。吴金娣
说，由于工作原因，她经常会与
精神病人打交道，有时候压力非
常大。之前，她也接触过曼陀罗，
但并未体验到其中的深意，此次
参加工会组织的专业课程，让她
对曼陀罗有了全新的认识，“这
真是一次觅心之旅，让我观照到
了自己的内心。 ”

据悉，北京职工服务中心心
理开放日活动已连续举办三年。
今年仍延续每月一个主题的模
式，已开设了多门课程，截至目
前，受益职工已达800余人。

□本报记者 张晶 文/摄

北北京京在在行行动动
优优化化营营商商环环境境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雷仕民 王天琦

中关村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
初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1978
年3月，中共中央在京召开全国科
学大会。 邓小平在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
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中
关村地区广大科技人员立刻感受
到了“春天”的来临，重新燃起科
技报国的激情。 一大批科技人员
纷纷走出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
“下海” 创办民营高科技企业，形
成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此后， 中关村历经三个发展
阶段 。 1988年至1999年的1.0时
期， 它是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
试验区， 民营高科技企业不断涌
现。 1999年至2009年的2.0时期，
它是中关村科技园区， 企业在加
速发展 ， 但也不断遇到瓶颈 。
2009年到现在的3.0时期 ， 它是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空
间规模已扩展为488平方公里 ，
北京16个区都有分园， 开展了股
权激励、 科技金融改革创新等一
系列试点工作。 一路走来， 中关
村探索出了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新
路子 ， 成为改革中名副其实的
“探路者”。

体制机制创新：
设专业机构服务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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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机并不是凭空而降。 中关
村地区有着北京市乃至全国最丰
富的高校资源。 高校里经常会诞
生前沿性的学术成果， 可如何让
学术研究转化为实在的成果？ 北
京理工大学进行了很多探索。

2016年初， 北京理工大学成
立了技术转移中心， 并同时注册
北京理工技术转移有限公司作为
其市场化运行平台， 中心和公司
“一套人马、 两块牌子”。 中心主
要履行科技成果转让、 许可和作
价入股审批和报批等职能， 公司
则主要通过市场化手段推动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

北京理工大学技术转移中心
主任戴斌介绍说，“我们按照市场
化机制运行，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
的事。在运行机制上，也做了大胆
探索， 将成果转化收益的10％作
为部门经费，包括人员工资在内，
均不再单独拨付其他经费。 ”

“以前学校转化工作分散在
不同的部门， 转的多少跟自己关
系也不大， 现在不仅有了专门的

技术转移机构， 还将转化业绩纳
入到学院和教师的绩效考核体系
中， 大大激发了团队活力。” 戴
斌说。

为了鼓励和支持教师创新创
业，让更多科技成果得到转化，北
京理工大学还提出了“产学研师”
合作新理念，建立了“学校科技成
果入股+股权奖励+教师现金入
股”的学科性公司新模式。

2009年， 以毛二可院士团队
为主创办的首个学科性公司———
北京理工雷科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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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全等重大领域 。
2015年该公司已通过股权并购形
式实现上市。

目前， 学校共创办学科性公
司15家， 转化学校科技成果50余
项， 技术作价8500万元。 理工雷
科、 理工华创、 理工新源等学科
性公司的组建和发展， 极大地推
动了学校科技成果转化， 取得了
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不但
造福了社会， 也为学校学科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金融信贷创新：
“雪中送炭” 助力企业发展

科技的持续创新和发展离不
开资金支持。

“当年， 公司创始人回国创
业，公司要开立银行账户，辗转几
家银行都因为注册资金只有100
万元，被拒之门外。 后来，北京银
行了解我们团队背景和企业技术
后， 毫不犹豫地为我们开立了账
户， 那时的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感
动与感激。 ”忆起往事，海博思创
副总经理钱昊难掩激动。

北京海博思创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1年， 是一家从事新能
源行业电动汽车电池管理系统、
智能电网储能系统的研发 、 设
计、 制造的前沿技术企业。

钱昊介绍， 北京银行对他们
的企业三次 “雪中送炭”。 第一
次是随着企业初期研发的持续投
入 ， 得知资金运转困难的情况
后， 北京银行为他们提供了留学
人员创业贷款100万元。 第二次
是公司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 企
业的自有资金已无法跟上生产步
伐。 北京银行又为企业提供5000
万元的信用贷款支持， 解决了企
业的燃眉之急。 第三次是在2015
年， 新能源行业迎来了 “春天”，
公司订单量增加 ， 产能不断扩
大， 北京银行开展差异化审批，

仅用了一天的时间， 就让他们拿
到了固定资产贷款3500万元。

“北京银行一直致力于为我
们这样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服务，
操作和审批的效率也非常高 。”
钱昊表示， 截至目前， 他们已获
得了北京银行提供的基本账户结
算、 流动资金贷款、 固定资产贷
款 、 银行汇票等全方面金融支
持， 累计5.38亿元。 在给予金融
支持的同时， 北京银行还给他们
对接了很多资源 ， 介绍投资机
构、 推介产品。

“非常期待北京银行更多地
实践金融创新， 聚合更多的优质
资源共同支持和我们一样的前沿
技术企业。” 钱昊说。

人才制度创新：
设服务大厅方便外籍人才

人才聚合为科技创新注入了
活力。

中关村作为北京市建设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主
要载体， 吸引了大量海外归国人
员和外籍高端人才聚集于此。 如
何为他们提供好服务保障， 解决
他们创新创业的后顾之忧？

位于海淀区双榆树北里甲22
号院的公安部中关村外国人永久
居留服务大厅暨北京市公安局出
入境管理局中关村外国人服务大
厅就是一个服务外籍高层级人才
的 “窗口 ”。 为配合 《公安部支
持北京创新发展20项出入境政
策》 落地， 2016年3月1日， 大厅
正式启动运营。 其中， 一层是为
外籍人士办理签证的服务窗口，
二层是中关村外国人永久居留服
务窗口。 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政策》
有很多突破 。 其中 ， 永久居留
“直通车” 机制、 外籍华人认定
机制都是首创。 而小米公司总裁
林斌、 北京石墨烯研究院执行院
长魏迪、 微软公司首席软件工程
经理孙国政等也都通过该 《政
策》 取得了在华永久居留资格。

截至2018年上半年， 中关村
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大厅共受理
外国人永久居留申请855人 ， 长
期居留许可1904人 。 “直通车 ”
已为中关村外籍高层次人才及家
属办理永久居留468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在 ——————新新时时代代新新作作为为新新篇篇章章

□本报记者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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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 7月6日起，对于高频办事事
项，在工作日延长对外服务办公
时间2小时； 本周六 （7月14日）
起，就提前网上预约的高频办事
事项，试行错峰对外办公，尽最
大程度为前来的群众办事。 昨
天，记者从朝阳区获悉，朝阳区
政务服务中心在全市率先试行
错峰、延时服务，为企业和群众
提供便利。

利企便民
率先试行延时错时服务

“请P2617号前来34号错峰
延时窗口办理。” 昨天8点30分，
记者在朝阳区政务服务中心大
厅看到， 新增设的延时窗口已
在办理业务。 “8点整延时窗口
就可以接受业务办理。” 朝阳区
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主任李晓
静介绍， 对于高频办事事项， 7
月6日起， 朝阳在全市率先试行
延时服务机制， 工作日对外办
公时间由原来早9点到晚5点30
分， 调整为早8点到晚6点30分，
延长2小时。 延时服务试行窗口
及事项包括： 新设企业一窗式
服务区、 区食药局食品经营许
可办理 （仅限餐饮环节一日办
结业务）、 区工商分局企业登记
档案查询、 注册咨询。

除工作日延时外，朝阳区政
务服务中心还将于本周六起，针
对高频办事事项试行错峰服务
机制，受理提前网上预约的办理
事项。 公休日（周六）对外办公
（不含法定节日）， 时间为上午9
点至11点30分，下午13点30分至
16点30分。错峰服务试行窗口及
事项包括：区食药局食品经营许
可办理（仅限餐饮环节一日办结
业务）、 区工商分局企业登记档
案查询、注册咨询。

“互联网+政务服务”
让群众企业“少跑腿”

目前，朝阳区开通了朝阳区
政务服务网及 “朝阳区政务服
务”微信公众号。其中，朝阳区政
务服务网上办事大厅已有朝阳
区旅游委、区质监局、区卫生计
生委等六个委办局以及三间房
地区办事处这一个街乡大厅实
现网上接件，共计31个事项实现
在线申报、网上预约、在线咨询
等功能。 在微信公众号上，群众
和企业可通过手机实现在线取
号、网上预约、办件查询等。李晓
静介绍，下一步即将开通在线申
报、自助取件、资料柜等功能。

群众和企业可享受错峰预
约服务。 预约由驻厅部门发起，
通过网上预约在公休日 （周六）
办理。各驻厅窗口部门网上办事
平台将陆续接入网上办事大厅
和微信公众号，逐步实现“单点
登录， 一网通办”， 让信息多跑
路、群众和企业少跑腿。

朝阳区率先在全市推出企
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到在内资有
限公司设立全程电子化全覆盖，
再到今年3月26日， 串联核发工
商执照、公章刻制和发票申领三
个环节开创的“一窗式服务区”，
企业5日就可一窗领取执照、公
章及发票。 截至7月8日，朝阳区
“一窗式服务区” 共现场取号量
12853件 ， 现场发放营业执照
2951份，公章9350套。

□本报记者 孙艳

朝阳率先试行错峰延时办公服务

近日， 由中建一局安装公司
研制的用于控制综合管廊施工环
境的装置在北京问世。

综合管廊环境智能控制装置
是针对城市综合管廊封闭、潮湿、
粉尘量大等特点， 为改善管廊内

的施工环境研发的。 该装置是一
套用于地下管廊环境监控的便捷
式设备，用于对粉尘、氧气、一氧
化碳、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温度、
湿度等环境因素进行实时监测。
各参数可设定报警值， 达到报警

值将发出声光报警； 各参数还可
设定超限值， 达到限值装置将与
风机等设备联动，增加供氧量，排
除有害物质， 为密闭空间的安全
施工操作和职工安全提供保障。
此装置的问世填补了国内空白。

深化改革的“探路者”

中建一局综合管廊环境智能控制装置问世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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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延时2小时办公 周六错时办公

曼陀罗绘画课让职工踏上觅心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