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平谷区兴谷街道利用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开展
“疏整促”工作，联合多部门，对
园丁小区60余根私搭充电线进
行集中清理整治，取而代之的是
“智能充电插座”。

为方便小区居民充电， 消
除安全隐患， 今年4月份平谷区
兴谷街道联合区安监局、 区消
防支队、 区供电局等部门， 以
阳光社区为试点， 率先采取智
能充电设施建设。 目前， 在园
丁小区420户居民车棚内安装了
近300个挂壁式充电设备。

用户只需将自家电动车停
到车棚里， 刷卡即可充电， 电
满后自动断电， 简单实用， 居
民们称其为 “智能充电插座”。

一个挂壁式充电设备相当

于一个普通电表大小， 安装在
居民车棚墙上， 也不会影响车
棚原有空间。 同时， “智能充
电插座 ” 安装有漏电保护器 ，
当充满电或充电出现异常时 ，
智能充电插座会自动断电。 居
委会还在车棚张贴了相关的规
范要求及注意事项， 多重措施
确保居民用电安全。

截至目前， 兴谷街道已安
装并投入使用近600点位 “智能
充电插座”。 在园丁小区居委会
的动员下， 170余根私搭电线全
部拆除。 下一阶段， 兴谷街道
还将在瑞丰花园小区等有需求
的居民小区建设公共充电设备。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王敬玮

平谷兴谷街道吹哨整治“空中飞线”

街乡吹哨 部门报到

顺义石园在职党员为群众解难题
□本报记者 杨琳琳 通讯员 李双节 文/摄

创新是中关村的灵魂 。 目
前， 中关村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拥
有量突破8万件； 累计主导创制
发布标准7858项， 其中国际标准
330项； 在移动互联网、 电子商
务 、 计算机视觉 、 人工智能芯
片、 无人驾驶、 高清和液晶显示
技术等领域， 中关村企业更是走
在了国际前列。

重大创新成果涌现

作为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
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 中关村
始终瞄准世界科技前沿趋势进行
超前布局 。 目前 ， 已在人工智
能、 大数据、 虚拟现实、 高端芯
片、 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了一系
列重大创新成果。

“我们的康博刀已经拿到了
生产许可， 可以批量生产和上市
了， 这将打破美国和以色列在该
领域的长期垄断，填补国内空白，
为临床肿瘤治疗带来新的选择。”
海杰亚（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创始人黄乾富不无自豪地说。

海杰亚致力于低温医学健康
领域， 将低温生物医学工程和医
疗电子设备相结合， 研发出了具
有世界顶级水平的肿瘤微创治疗
设备———康博刀。 使用康博刀治
疗，没有痛感，无需全身麻醉。 治
疗创口仅有2毫米左右，也无需缝
合。适宜于肺癌、肝癌等多种实体
肿瘤。黄乾富介绍，在低温治疗的
专业领域，以前，中国大城市的医
院都依赖美国和以色列的氩氦冷
冻设备。 长期依赖进口， 设备昂
贵，一台机器就要上千万元，而且
耗材氦气为国家战略物资， 容易

受到进口配额限制和贸易波动影
响。因为气压问题，氦气在运输过
程中还有安全隐患，“但康博刀使
用的是液氮，成本低，每次工质耗
材成本不到百元，而且容易获取，
安全可靠，基层医院都能用。”

原创核心技术落地

再前沿的技术， 没有得到转
化， 就不能创造价值。 中关村良
好的环境和机制， 让许多具有重
大颠覆性的原创核心技术纷纷落
地应用。

比如， 寒武纪开发了全球首
个深度学习专用处理器架构指令
集， 并成功推出世界首款商用深
度学习专用处理器； 柏惠维康成
功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神经外科机
器人， 以30分钟微创代替过去的
开颅大手术； 深瞐科技在全球首
家提出 “车脸” 识别概念， 利用
深度学习技术推出系列产品， 已
广泛应用于公共安防、 海关、 边
检等领域。

“我们的技术已经广泛应用
于医疗、教育、家居等领域。”一家
专注物联网人工智能服务公司公
共事务总监郭凡告诉记者， 他所
在的企业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世界顶尖智能语音技术。

“在医疗方面， 我们可以帮
助医生用语音录入病历来代替手
写录入， 准确率能达到97%， 时
间可以从3个小时缩短到1个小
时。 去年， 格力、 美的、 长虹的
空调搭载了我们的AI芯片模组，
用户可以用自然语言控制这些电
气， 目前， 空调已经销售了30万
台。” 郭凡说。

外部力量支持前沿创新

创新的力量， 无疑源自于企
业内部，但外部的支持亦不可少。

海淀桥西北角的中关村前沿
技术创新中心， 是一家由中关村
管委会和海淀区政府共同组织筹
建，通过“全球选拔、公开路演”的
方式，选拔科技创新前沿企业，为
他们提供服务和支持的“基地”。

“我们挑选出来的企业， 要
么全球领先， 引领产业发展， 要
么替代进口或填补国内空白， 造
福社会百姓。” 该中心负责人窦
彦莉介绍， 中心自2017年6月正
式运营， 目前， 已有51家企业从
近千家企业中脱颖而出， 成功入
选 “中关村前沿技术企业”， 其
中， 15家企业入驻中心。

“这些前沿技术企业平均成
立约3年， 但是总估值已达1500
亿元 。” 中心将在资金 、 宣传 、
展示、 投融资服务等方面给予入
选企业支持。 “根据相关政策，
入选企业将获得500万元的资金
支持， 而入驻企业还将获得房租
减半的优惠。” 窦彦莉解释道。

根据规划， 中关村前沿技术
创新中心将用3到5年聚集100个
左右前沿技术企业， 打造全球领
先的前沿技术创新生态。届时，这
里也将成为继创业大街、 智造大
街之后中关村地区又一新地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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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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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前沿技术创新中心 “进入 ‘黑名单’， 很多业
主都终止了与我们的合作， 最
近一次工程投标， 人家一看到
我们的名字就把我们轰了出来。
企业就快要经营不下去了， 今
后我们一定要合法经营， 诚信
纳税。” 近日， 见到北京市税务
局稽查部门的工作人员， 北京
某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
某表示出了悔意。

被评纳税信用D级
招标招聘处处碰壁

赵某有这番感受来源于5年
前的一个税案。 该单位利用不
符合规定的359张发票， 在账簿
上多列支出 （其中 31张金额
1200万元的伪造发票已被证实
为经济业务虚假）， 少缴企业所
得税2073万元。 经查证后， 北
京市税务局稽查部门对该单位
做出补缴税款2073万元、 滞纳
金1050万元， 对其偷税行为罚
款150万元的处理、 处罚决定。
但该单位以资金不足为由， 在
限定期限内只补缴了罚款， 承
诺欠缴的税款和滞纳金于2018
年年底前清缴。

由于该案符合 《重大税收
违法案件信息公布办法 （试
行）》， 北京市税务局稽查部门
将该单位在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信息公布栏进行公示， 联合多
个成员单位实施联合惩戒： 该
单位被评定为纳税信用等级D
级 ， 被限量供应增值税发票 ，
被限制参与北京园林绿化工程、
北京水利有关公共资源交易活
动、 公共事业特许经营， 被业
内协会拒绝进行业内信用等级
评定。 部分业内精英在得知该
公司被列入黑名单后， 拒绝到
该单位工作……从工程招投标、
资质审核到优秀人才引进等工
作， 该单位都受到严重影响。

受到触动后， 该单位财务
负责人多次来到市税务局稽查
部门提出诉求： “我们已经深
刻反省， 对发票进行严格管理，
保证尽快筹措资金， 在4月底前
缴清欠缴税款和滞纳金。 快把
我们从 ‘黑名单’ 上撤销吧。”
2018年4月24日， 该单位清缴全
部税款、 滞纳金和罚款， 共计
3611.72万元 。 5月 ， 北京市税
务局将其撤出税收违法 “黑名

单”， 缴税情况也被推送至参与
联合惩戒的各个单位， 该单位
终于恢复了 “自由身”。

“上榜” 企业受到多
个部门联合惩戒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税务局
获悉，税收违法“黑名单”公布及
联合惩戒制度的成效显著。 2015
年以来，北京市税务局积极构建
纳税信用体系，联合多个单位共
建共治， 全力助推信用首都建
设。 截至目前，累计推送联合惩
戒税收违法 “黑名单” 案件149
件，撤出案件39件。

在149件“黑名单”案件中，
市财政局将之列入“禁止参加政
府采购活动”“限制政府性资金
支持”名单，惩戒期限均为2年；
149户当事人列入 “限制保险市
场部分经营行为” 名单；59名当
事人被禁止参评 “北京青年五
四奖章” “北京市优秀共青团
员、 优秀共青团干部” “北京
市青年岗位能手” 等奖项； 69
户当事人被列入 “依法限制参
与 有 关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活 动 ”
“依法限制参与基础设施和公共
事业特许经营” 名单。

同时， 中国银监会北京监
管局将1户列入黑名单通报给各
银行， 其中中信银行、 花旗银
行等银行暂停与该公司进行信
贷合作， 并将公司账户内的所
有资金进行冻结强制收回贷款。
作为联合惩戒成员部门， 市水
务局、 市旅游发展委将当事人
信息在官网上公示， 84户当事
人处罚信息在企业信用信息网
“警示信息” 栏目中公示。

北京市税务部门还与北京
市 边 防 检 查 总 站 加 强 协 作 ，
2015年以来共对164户欠税的企
业法人采取阻止出境措施。 政
策推出后， 23户企业结清全部
税款 、 滞纳金 ， 合计金额2.16
亿元； 1户企业提供纳税担保
2.1亿 元 ， 阻止出境工作取得
显著成效。

现行 “黑名单” 制度除规
定各项惩戒措施外， 也建立了
信用修复机制。 偷税及逃避欠
缴税款当事人若能缴清税款 、
滞纳金和罚款， 可以从 “黑名
单” 中撤出， 做到警示与教育
并存。

□本报记者 任洁

一“上榜”企业补缴税金3600万元

“每个楼门单元门口都有个
不足10厘米的小门槛。 门槛虽不
高， 但却给行动不便的老人带来
了麻烦 。 希望党组织能解决一
下。 ”顺义区石园街道港馨二社区
在职党员张凤香翻开《社区足迹》
活动手册， 向社区党支部反馈了
意见。

张凤香介绍， 一对八旬多的
老人和她同住一个单元， 因老两
口的独生女远嫁外地不能时常探
望，她对两位老人格外关注。除了
时不时照顾老两口的基本生活
外， 还特别关注老两口的出行安
全，“他们眼神儿不太好， 很容易
忽略那个小门槛。 其他单元有坐
轮椅出行的老人， 每次过这个小
门槛也很费劲。 ”

接到反馈后， 港馨二社区党
支部书记湛永林带领社区工作人
员兵分两路， 一路实地勘察各楼
门的实际情况、测量门槛高度；另
一路入户征求居民意见。目前，用
水泥将小门槛里外面抹个小斜
坡，并联系好施工部门，在征求完

居民意见后完成施工。
据悉，在职党员回社区（村）

报到以来， 港馨二社区党支部设
立治安、民情、帮扶、志愿、宣传、
环境6个服务岗位， 动员298名在
职党员根据特长认领岗位。同时，

为在职党员量身定制《社区足迹》
活动手册，人手一本，设有建议专
栏， 督促党员把了解到的居民诉
求及时记录下来、反映上来、解决
开来，形成组织搭台、党员唱戏、
群众喝彩的共建共享机制。

3到5年聚集百个前沿技术企业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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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违法“黑名单”及联合惩戒制度成效显著

《社区足迹》 手册记下群众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