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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白莹） 昨天，
2018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活动周开幕， 双创活动持续至
15日。在北京会场的开幕式上，
海淀区发布了实施中关村科学
城概念支持计划， 该区拟设立
一亿元综合专项资金， 支持区
域概念验证项目开展和高校院
所概念验证中心组建。

当前， 按照市委市政府决
策部署和 “海淀创新发展十六
条”要求，中关村科学城建设需
要进一步聚焦关键核心要素，
进一步提升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核心区建设能级。 实施中关村
科学城概念验证支持计划，目
的就是支持区域内高校院所基
础研究成果面向应用转化进行
概念验证， 降低科技成果转化

的最初风险， 助力创新主体加
速跨越“死亡之谷”，加速形成
与市场、 资本进行对接的技术
和产品。

该计划支持的概念验证项
目为北京市十大高精尖产业领
域项目， 优先支持新一代信息
技术、人工智能、医药健康、新
材料、先进制造、能源环保等领
域项目。 计划支持项目范围为
两大类 ：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
金———海淀原始创新联合基金
结项项目和近三年来国家科学
技术奖和北京市科学技术奖获
奖项目。

海淀区计划每年征集支持
20个概念验证项目， 对于入选
的项目给予最高不超过50万元
的项目资金， 用于支持项目完

成开发、 测试、 原型构建等工
作； 同时发放不超过10万元的
协同创新券， 用于支持项目购
买技术服务； 还将依托海淀区
资源优势， 组建概念验证项目
专家顾问团队，邀请科学家、企
业家、 投资家为入选项目提供
辅导。

海淀区还将通过支持中关
村科学城区域内高校、 科研机
构建立概念验证中心， 推动概
念验证支持计划实施， 首批计
划支持5家。海淀区将给予每家
概念验证中心每年500万元专
项资金支持，连续支持三年，资
助总额达到7500万； 同时对获
得概念验证中心支持且进行转
化落地的项目， 优先享受海淀
区配套服务支持政策。

每年将投千万元支持20个创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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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过渡期内悬挂临时标识方可上路行驶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从今

年11月1日起，《北京市非机动车
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正
式实施， 电动自行车需登记挂牌
后才可上路。据了解，从下月起交
管部门将启动登记工作， 为合规
车辆发放行驶证、号牌，并为“超
标”电动车发放临时标识。

据介绍，《条例》将在11月1日
起施行。目前，市公安交管部门正
在抓紧研究制定过渡期管理及临
时标识发放的具体办法， 并将按

规定予以公布。 需要领取临时标
识的，自2018年11月1日起，可按
照规定申请并到指定地点领取临
时标识。

《条例》规定，本条例实施之
前购买的电动自行车未经登记
的， 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向交管部
门申请登记。 在产品目录内的电
动自行车，发放行驶证、号牌；不
在产品目录内的，发放临时标识。
对发放临时标识的电动自行车设
置三年过渡期，过渡期内，悬挂临

时标识后方可上路行驶， 并遵守
非机动车的通行规则； 过渡期满
后，不得上道路行驶。

交管部门提示市民， 无论是
登记挂牌， 还是为 “合格产品目
录” 外的电动自行车领取临时标
识，都将从下月开始，且会设置办
理期限， 市民不必过于着急。届
时，交管部门会提前发布公告，告
知办理方法及地点。

近年来， 北京市电动自行车
和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数量快速增

长。 据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根
据近五年销售情况进行的测算统
计，本市电动自行车(含不符合国
家标准的车辆)总量已达400多万
辆。同时，仍有大量未登记电动自
行车、 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
行车在本市道路上行驶。

交管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 ，
本市一直将非机动车管理作为日
常管理的重点， 并持续开展了一
系列的宣传治理活动， 但由于过
去源头管理乏力、 法律法规不完

善、执法手段缺失等客观因素，非
机动车总体上仍呈现出交通违法
突出、交通事故频发的状态，车辆
无牌无证，非法加装、改装、闯灯
逆行等违法行为突出， 严重影响
道路通行秩序和安全。 据统计，
2013年至2018年8月，北京市发生
涉及非机动车交通事故约30余万
起(电动自行车约18.7万起，占非
机动车事故总数的60%)， 占交通
事故总数的18-20%，共造成1621
人死亡，近19万人受伤。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近
日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 国庆
假期， 公交集团日均出车1.57万
辆 ，累计发车95.77万次 ，运送乘
客5654万人次， 日均人次与去年
同比增长1.11%。

国庆期间， 公交集团重点增
加途经热门景区公交线路的运
力。其中，途经故宫地区101、103、
109路每条线路各增加了3部机动
车，每日各增发50余车次。观光1
线、2线、3线三条特色旅游线路国
庆期间共计出车293部，发出车次
1363次，运送乘客6.29万人次，日
均人次与去年同比增长11.04%。
此外，德胜门至八达岭的877路共
计出车1582部，发出车次3124次，
运送乘客18.6万人次。

5条节假日专线累计出车146
部， 发车222次， 累计运送乘客
8771人次， 日均人次与去年同比

增长13.6%。10月1日至7日， 前门
往返十三陵、八达岭长城的3条旅
游公交线路共出车269部 ， 发出
车次538次 ， 累计接待游客2.28
万人次。

国庆期间， 公交集团采取了
开行6条高铁专线、 4条常规公交
末车后增发夜间车次和3条夜班
线路增加备车的北京南站公交保
障。 同时， “合乘” 定制公交提
速车辆周转， 37部运营车辆全部
投入在线运营。

本报讯 昨天，北京日报客户
端2.0版上线仪式在北京新闻大
厦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杜
飞进出席并讲话。

全新上线的北京日报客户端
是京报集团融合发展的主打产
品，将在未来京报集团由报、网、
端、 微共同构成的传播矩阵中居
于核心地位。北京日报是党报，北
京日报客户端是党端。 客户端将
紧扣这一定位，把北京日报、北京
晚报具有六十多年深厚积淀的新
闻生产优势导入移动互联网，做
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优质内
容， 努力探索有鲜明党报特色的
媒体融合发展之路， 以开放的心

态拥抱变化的技术， 以坚守的姿
态传递不变的价值， 不断提升党
报集团在网络舆论场的传播力、
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作为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
《北京日报》同名同姓的新媒体平
台， 北京日报客户端将定位 “新
闻+政务”，专注时政、思想、评论，
开设热点 、时事 、锐评 、城事 、学
习、清风北京、民声、视觉、看报、
艺绽、深读、京味、体育、天下等多
个频道，全年无休，7×24小时不间
断地为用户提供迅速的即时新
闻、全面的北京消息、权威的政策
解读、 深刻的时事分析和贴心的
政务服务。

下月起超标电动车可申领临时标识

北京日报客户端全新升级上线

公交假期日均运客同比增1.11%

2018双创周北京会场开幕 海淀推出概念验证支持计划

本报讯 （记者 盛丽）昨天，
2018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活动周北京会场启动仪式在中
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会议
中心举行。在启动仪式上，2018
年问计于民———“创新创业·惠
民生” 需求解决方案征集活动
举行颁奖仪式， 向全社会发布
了2018年活动获奖方案。

今年活动中， 市住房城乡
建设委等10家部门发布了30个
民生热点问题，共征集到107个
解决方案， 各部门通过评审评
选出了16个优秀方案， 经过市
科协组织统一评奖， 最终评选
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
奖3名。其中，一等奖获奖方案
是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申报的 《智慧家庭医
生签约健康管理平台方案》；二
等奖获奖方案是北京福瑶科技
有限公司申报的 《福瑶护栏自
动保洁机器人方案》、中盐北京
市盐业公司申报的 《有机液体
和发热型融雪剂方案》；三等奖
获奖方案是北京预制建筑工程
研究院有限公司申报的 《钢结
构居住建筑产业化装配式轻质
混凝土复合外墙板技术方案》、
北京市城市管理研究院申报的
《一种分体式路侧停车位清扫
保洁设备方案》、北京制冷学会
申报的 《鲜食玉米冰温保鲜技
术征集方案》。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主任谈
绪祥介绍， 本市于2017年首次

推出了问计于民———“创新创
业·惠民生”需求解决方案征集
活动， 挖掘并支持了一批创新
成果。今年市发展改革委、市科
协等部门对活动进一步设计筹
划，活动范围持续扩大，方案征
集部门由6个增加至10个；活动
服务不断完善， 搭建了网络征
集平台， 初步实现了 “统一发
布、统一收集、统一评奖，集中
推广”； 征集方案来自企业、个
人、科研院所等不同主体，来自
北京、广东、江苏等不同地区。

据了解， 在今年双创周北
京会场的主题展览中， 特别设
置了统一展区来展示活动征集
来的优秀方案， 为创新创业者
提供更好的宣传平台。

30项民生问题评出16个优秀解决方案
“创新创业·惠民生”活动获奖方案揭晓

门头沟科技园双创周主打“高精尖”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昨

天上午， 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
双创周开幕式暨2018年京西创
新论坛在门头沟园石龙创新大
厦举行。本届双创周以“高水平
双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
人工智能为核心， 举办一系列
主题分享与论坛活动， 探索与
推动园区内外企业家朋友更加
开阔的思路与方向。

门头沟区委书记张力兵表
示， 区委区政府一直以来高度

重视双创工作， 以加快经济结
构调整、 培育发展新动力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以高水平双创，
高质量发展为目标， 积极推动
创新创业活动周的举办。 近年
来， 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以资
源禀赋为基础， 以创新创业活
动周为契机， 以文明守善的新
要求，以产业支撑的新高度，通
过“高精尖”经济结构构建、高
水平双创要素集聚等， 抓好全
国文明城区的创建工作， 建设

京西区域创新发展重镇， 推动
门头沟区产业发展换挡提速。

本届双创周系列活动共设
开幕式暨京西创新论坛、 创城
助推冠军精神， 人工智能教育
领 先 起 航 活 动 、2018Post鄄
greSQL技术领军者大会活动 、
京西创客工场项目路演会、知
识产权讲座、 中关村门头沟科
技园·首科院成果发布会暨战
略合作协议签订仪式等主题板
块， 活动将持续至16日结束。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国庆节
期间， 北京市发改委密切关注生
活必需品、旅游餐饮、房地产、交
通运输、 商业零售等市场价格动
态，组织市场检查巡查。记者了解
到，10月1日至7日，市、区两级价
格主管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284
人次，检查各类经营单位476户。

其中， 包括商场超市163户、
机动车停车场135户、农贸市场37
户、 宾馆饭店13户、 旅游景点36
处、餐饮企业37户、加油站10户、
房地产4户、医院药店16户、旅游
商店5户、 网络购物1户和其他商
户19户。此外，国庆节期间，本市
共接收价格举报投诉206件，受理
咨询961件。其中，停车收费领域
举报投诉成为焦点， 占全部投诉

举报的49%。
据了解，9月17日，《关于加强

2018年中秋国庆期间市场价格监
管的通知》印发，安排部署本市中
秋国庆节日期间市场检查。其中，
27日为全市统一检查日，市、区两
级价格监管部门共出动401人次，
检查各类经营单位552家。 节前，
相关部门在网站发布《12358价格
举报热线中秋国庆消费提示》，提
醒消费者关注标价、防范欺诈、理
性消费、留存证据，并列举了常见
的价格违法行为。 对线上线下商
业零售、旅游出行、停车收费、医
疗药品等重点行业开展提醒告
诫。严格遵守举报投诉办理规定，
节日期间所有案件均在第一时间
分送相关辖区办理。

停车收费举报成为假期投诉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