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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吧，中关村！
———写在习近平总书记率领中央政治局到中关村集体学习5周年之际

� � � �机会稍纵即逝，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
就是挑战。

5年前，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走出中南海，
把“课堂”搬到了中关村。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关
村寄予殷切期望：“面向未来， 中关村要加大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力度， 加快向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为在全国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5年来，作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中关村
创新驱动发展情况怎样？ 示范引领作用发挥
得如何？新华社记者深入中关村探访。

政策突破先行军，原始创新策源地
5年来， 中关村创新生态再进

化，创新引领力迈上新台阶

170家科技企业的340项最新创新成果在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静静陈
列……

5年前，这里展出了集成电路装备、节能
环保、生物和健康等一批创新成果。5年来，这
里历经4次改造，焕然一新。

“展示中心是世界看北京科技创新的窗
口。这里不仅是为了展示成果，同时还在总结
经验、凝聚共识。”中心主任梁爱民说。

“敢为天下先”是中关村与生俱来的气质，历
史上，这里诞生了数个“第一”：我国第一家民营
科技企业、第一家无形资产占注册资本100%的
企业、第一家有限合伙投资机构、第一个政府引
导基金、第一部科技园区地方立法。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翟立新
表示，中关村始终走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
新的前沿，成为深化改革的“探路者”。

5年来，中关村全面深化改革。先后实施
科技成果转化“三权”改革、境外并购外汇管
理、投贷联动、“国际人才20条”等改革试点，
带动形成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激励科技人
才的政策体系。

筑巢引凤、聚才引智。位于海淀区中关村
创业大街的“外籍人才服务窗口”，正是人才
管理改革的具体举措， 旨在为外籍人才提供
包括企业注册、知识产权、法律服务、投融资
服务等一系列支持。

来自也门的清华大学毕业生阿哈迈德在
2017年底通过了有关部门审批， 很快就拿到
中国“绿卡”。

“拿到‘绿卡’时很兴奋，我还与工作人员
击掌庆贺。”阿哈迈德回忆。此后，他便一直在
中关村创业， 利用人工智能及大数据等技术
制作阿拉伯语新闻信息推送平台。如今，像阿
哈迈德一样的外籍人才，中关村已有近万名。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吴江表示，

北京试点的外籍人才出入境新政策具有开创
性， 向全世界释放了集聚创新创业人才的信
号， 有助于提升中国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和
凝聚力。

近5年来，中关村有20多项试点政策推广
到全国或被其他国家引进， 一些科技成果转
化试点政策纳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法律法规。

2018年1月，海淀区发布了《关于进一步
加快推进中关村科学城建设的若干措施》，包
括关注原始创新能力跃升、 新型研发平台领
航、科技金融融合创新等9项计划和科技城市
建设、科技政府塑造、科技公民培育等7项行
动，助力打通创新发展的“痛点”和“堵点”。作
为创新之城的核心区域， 中关村创新生态不
断优化。

位于昌平区的未来科学城曾是央企人才
创新创业基地，而央企也成为未来科学城发展
的优势资源。5年来, 央企资源盘活开发方案不
断优化、施工建设工作热火朝天。如今，央企联
合高校、 民企在这里建立了氢能源及燃料电
池、核能材料等重点领域的5个协同创新平台。

改革是动力， 越来越多的创新创业要素
在这里聚集，人才、技术、资本形成“新三驾马
车”，为创新“开足马力”。

改革释放生产力， 前沿创新成果在中关
村的良好创新业态里如涌泉般喷薄而出。

———瞄准基础科研领域， 中关村人在突
破。新型肿瘤治疗药物研发平台、量子保密通
信相关技术等在这里“孕育”；

———瞄准“卡脖子”的领域，中关村人在
努力。龙芯通用CPU� 3A3000、紫光展锐移动
智能通信芯片、 寒武纪商用深度学习处理器
等等在这里诞生；

———瞄准前沿引领方向， 中关村人在探
路。大唐5G标准、百度无人驾驶平台、百济神
州单克隆抗体抗癌药物等一批变革性科技成
果相继出现。

翻开北京市“科创地图”，中关村“一区十
六园” 的布局正引领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的风尚。目前，中关村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拥有
量突破8万件，是2013年的2.8倍；累计主导创
制发布标准7858项， 其中国际标准330项，是
2013年的2.5倍。

在技术创新领域， 利亚德集团近年来将
LED显示屏“像素间距”从2.9mm研发升级到
1mm以内， 拼接屏幕理论上可以做到“无限
大”。集团5年来市值上涨30倍，营业收入增长
11倍，净利润增长20倍，LED显示产品的全球
市场占有率达到14%。

利亚德集团董事长李军表示， 中关村有
若干优势其他地方没法比,一是深厚的人才基
础，二是丰富的信息量，三是集中的技术研发
资源。中关村的创业生态中有灵魂、有文化、

有基因，创新潜力无限。

产业变革助推器，经济发展新引擎
5年来， 中关村科技创新潜力持

续释放，战略支撑力迈上新台阶

实现指纹比对完全自动化的“新一代指
纹识别技术”、可兼顾分子模拟精度与效率的

“分子动力学模拟平台”……北京大数据研究
院成立三年，收获颇丰。

北京大数据研究院院长、 中国科学院院
士鄂维南介绍， 研究院通过“大学+民非+企
业”体制创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运营模式
创新， 形成了多方协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及
产业化的“北京模式”。

“我们始终坚持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的宗旨， 把科技成果转化作为最核心的任
务。”翟立新表示。

2016年9月，国务院印发《北京加强全国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确定了“三步
走”战略，第一步就是：到2017年，科技创新动
力、活力和能力明显增强，科技创新质量实现
新跨越，开放创新、创新创业生态引领全国，
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初具规模。

无论是PC时代、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
时代还是人工智能时代， 中关村一直引领着
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潮流。

一项技术如何从“论文”走入“生活”？中
关村孕育着科技成果转化的密码。一个1平方
厘米的芯片，被嵌入到传感器之中，可感应10
公里范围内可燃气体浓度的微小变化， 在火
灾发生的最初期发出警报。 这一技术成果的
研发者是来自中关村的前沿技术企业———北
京升哲科技有限公司。 这一技术从设想到实
践历经3年，如今已安装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展示中心内。

“我们公司70%以上都是研发人员。”公司
创始人赵武阳说，创业团队将90%的支出投入
到研发中，获得了十几项专利。像“升哲”一样
的前沿技术企业分布在中关村各个创业孵化
器内，他们手握“硬科技”，依托合理的商业模
式，将相关技术快速投入市场，并形成持续创
新的良性循环。

曾是中关村四大电子商品卖场之一的鼎
好大厦，如今大部分已被升级改造，充满科技
感的孵化机构取代了卖鼠标、卖光盘的“小摊
位”。 目前， 中关村有200多家科技企业孵化
器、1490多家创投机构、500多家协会联盟等，
助力科技成果产业化。

2018年1至7月， 中关村平均每天新设立
科技企业92家。2017年中关村示范区内共发
生股权投资案例2584起， 占全国股权投资案
例总数的近三分之一， 是全球风险投资最活

跃的区域之一。
3D打印金属技术“是否可以投入应用、是

否可以服务其他领域、产业化如何”这三个问
题正是中国工程院王华明院士近些年持续攻
关的重点。

5年来，王华明院士团队从可以打印投影
面积5平方米的零件，到可以打印投影面积超
过16平方米的零件，相关技术在飞机、运载火
箭及卫星等领域都有新应用。

目前，中关村初步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与健康、智能制造和新材料、节能环保、现
代交通、新兴服务业等六大新兴产业集群，其中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规模超过2万亿元。

“中关村发展效率高、人均产出高、能耗
低。”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表示，中
关村走出了一条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路
子，成为支撑北京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

2017年， 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已发展至
2.2万家，企业总收入5.3万亿元，实现增加值
7352亿元， 总收入和增加值均达到2013年的
1.7倍。

在互联网技术大发展和“双创”热潮推动
下，中关村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
快速发展，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新路径，为经济
增长提供了新动能。

区域发展辐射源，全球影响新高地
5年来，中关村区域辐射带动作

用凸显，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进军

午后的中关村，咖啡厅、孵化器以及各种
联合办公区里，一场场“双创”活动紧锣密鼓
地进行。一直到后半夜，一栋栋高耸的办公楼
中依然灯光明亮。

中关村的创投咖啡里有“创业因子”。
2013年， 刘循序在即将到来的创业大潮

里看到机遇。依托首钢集团，他成立了一家创
业服务机构———北京创业公社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成立之初的创业公社只有1700平方米，
团队也就三四个人。

“永远有干不完的活儿，每天都像‘打了
鸡血’一样：白天开会、讨论、调研，凌晨1点开
始做材料，早上7点进行核校，8点装订成册。”
刘循序介绍。

通过5年的努力，6000余家创业公司在创
业公社里成长壮大， 创业公社的创业服务已
经延伸到天津、唐山、长春、哈尔滨、厦门等城
市，中关村的“创业因子”正辐射全国。

为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推进建设
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天津滨海-中关村科
技园等合作园区， 中关村企业在津冀设立分

支机构超过6100家， 初步形成京津冀协同创
新园区链和产业链。

2017年，中关村管委会、天津市科委、河
北省科技厅，共同印发实施《发挥中关村节能
环保技术优势 推进京津冀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工作方案》。三地政府共建合作机制，中关
村的“环保技术解决方案”直指京津冀地区的
环保难题，促进企业在环保领域升级转型。

赵弘认为， 中关村已成为中国技术创新
的源头， 众多企业总部研发和制造分离的发
展模式充分释放了辐射带动作用。 全国各地
的中关村分支机构，不仅带来技术、模式的复
制和辐射，还推动了制度的创新。

2017年， 中关村技术合同成交额3549亿
元，占全国近三分之一。中关村与其他地区共
建24个合作园区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实
现了技术输出、政策输出、品牌输出。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不少科技创新项
目正走出国门，也带动外籍人士来京创业。

站在钓鱼台国宾馆的签约桌前， 明朔科
技创始人陈威有些激动。落笔后，他率队研发
的“超级灯”即石墨烯LED灯将走出国门。

清华大学毕业的肯尼亚小伙马希阳，在
海淀科技大厦的“藤蔓国际双创空间”创办了
自己的农业科技企业， 把中关村的农业技术
方案进行整合，带回肯尼亚。

在广袤的非洲大地、繁华的欧美都市、激情
的南美国土，都能看到中关村企业的身影。过去
几年，中关村管委会已先后在美国硅谷、加拿大
多伦多、英国伦敦等10地建立了海外联络处。

截至2017年底，101家中关村示范区企业
在境外上市。2017年，示范区企业拥有境外授
权专利量1.1万件，海外并购交易额2895亿元，
占全国60%以上。

与此同时，英特尔、苹果等300多家跨国
公司分支机构或研发中心也集聚中关村。

从建设“中国硅谷”，到建设“世界的中关
村”，今昔对比的深刻变化，正是我国拥抱世
界的生动实例。

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认
为，未来，中关村要引领科技潮流，必须持续
总结基于政府规划、企业、高校研究院所聚集
等条件下的经验， 探索并提供针对前沿技术
更加朴实有效的中国方案。

面向未来，作为“先行军”，中关村不仅肩
负着科技“单点突破”的重任，更肩负着提升
综合创新实力的重任。

翟立新表示，中关村将对标国际一流，从
完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提升自主创新和原
始创新能力、当好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
主要载体、 培育具有技术主导权的产业集群
四个方面推动打造中关村“升级版”。

奔跑吧，中关村！
（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

� � � �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 国防部新闻
发言人吴谦2日就美舰擅自进入中国南
海岛礁邻近海域发表谈话，全文如下：

9月30日，美国海军“迪凯特”号导
弹驱逐舰擅自进入中国南海有关岛礁
邻近海域。中国海军170舰迅即行动，依
法依规对美舰进行识别查证，并予以警
告驱离。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
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当前，在中国和东
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趋稳向
好。但美方一再派军舰擅自进入中国南
海岛礁邻近海域，严重威胁中国的主权
和安全， 严重破坏中美两国两军关系，
严重危害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军队对此
坚决反对。

中国尊重并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
在南海享有航行和飞越自由，但坚决反
对任何国家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行
违法挑衅之实， 威胁沿岸国主权和安
全，危害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国军队将
坚定履行防卫职责，继续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
护地区和平稳定。

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 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2日就美国“迪凯特”号驱逐舰
进入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答记者
问时表示， 中方强烈敦促美方立即纠正
错误，停止此类挑衅行为，中方将采取一
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

华春莹说，9月30日，美国“迪凯特”
号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进入

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中国
海军依法对美舰进行了识别查证，予以
警告驱离。

她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
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当前，在中
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继
续趋稳向好。美方罔顾地区国家共同意
愿，一再采取挑衅行为，打着所谓“航行
与飞越自由”的幌子，违背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威胁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危害
地区的和平稳定，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
满和坚决反对。

“我们强烈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
停止此类挑衅行为， 以免损害中美关系
和地区和平稳定。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华春莹说。

美舰擅自进入中国南海岛礁邻近海域

国防部：中国军队对此坚决反对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3比0战胜加拿大，中国女排取得的
这场胜利，结局“顺理成章”，过程“出人
意料”。

10月2日，2018女排世锦赛进入第
四个比赛日。最终，中国女排3比0击败
加拿大，如愿收获本届世锦赛开赛以来
的“三连胜”。

本届世锦赛，现世界排名第一的中
国女排与意大利、土耳其、保加利亚、加
拿大、古巴同在B组。前两场小组赛中，
中国女排姑娘表现抢眼，以两个“3比0”
相继力挫古巴与“欧洲新贵”土耳其队，
作战状态被一路高看。

根据赛程，10月1日为中国女排的
休整日，经过短暂一天调整后，中国姑
娘迎来小组赛中的第三位对手加拿大
队。上届世锦赛仅获得第17名的加拿大
女排在B组5队中实力偏弱， 本届世锦
赛， 她们在已亮相的两场比赛中均以0

比3告负，相继被土耳其、意大利横扫，
甚至在每场比赛的三局较量中她们没
有一局得分超过18分。

对阵加拿大女排，赛前，业界普遍
认为这对于中国姑娘而言将是场轻松
的战斗。但主帅郎平依然“打得谨慎”，
与前两场相比，本场比赛首发阵容只有
刘晓彤为“新面孔”，她接替张常宁与朱
婷搭档主攻。

一场原本被认为“没有悬念”的比
赛，没想到如此“艰辛”。

开局以来中国女排姑娘状态慢
热，迟迟打不开局面，反倒是加拿大
队，这支主要由大学生队员组成的球
队， 面对奥运冠军球队毫不畏惧，穷
追不舍。

第一局，中国女排以8比6的微弱领
先进入第一个技术暂停，但此后加拿大
高质量的发球连续冲击中国女排一传
体系，将比分不仅追平至16平，甚至完
成了21比20的反超，主帅郎平不得不再

次暂停。好在中国女排“功底深厚”，短暂
调整后连得五分，最终以25比21拿下首
局， 但该局中国女排一传到位率只有
36%。

第二局比赛，中国姑娘状态似乎仍
在波动。开局以8比4占据领先，但很快
再入困境———加拿大队连得5分以18比
16完成反超。 如此胶着令人直呼意外，
虽中国女排再次完成逆转，但其慢热状
态着实不容乐观。

末局较量，中国女排似乎终于找回
“作战状态”，加之加拿大女排“集体断
电、提前崩盘”，中国姑娘最终以25比13
拿下了略显“艰难”的“三连胜”。

本场比赛， 中国女排慢热状态
与一传效率值得深思。10月3日、10
月4日她们将相继迎来保加利亚、意
大利的挑战。 虽然目前取得三连胜
的中国队已出线无忧， 但若想在本
届世锦赛中走得更远， 必须更加警
惕起来。

女排世锦赛，中国队3比0战胜加拿大

有点“意外”的“三连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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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慈利县零阳镇， 宝莲村民政专干伍国

元只需到镇上， 就一次性为村里12名残疾人
办理了两项补贴申请，“以前必须本人来，花
费3天时间。现在只要几分钟。”

“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张家界市编办
主任饶以东表示，在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受理条件的情况下， 群众从申请受理到作出
办理决定、形成办理结果，全过程实现“零跑
路”或者“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目前，张家界正紧锣密鼓地梳理第二批、
第三批“最多跑一次”事项目录，计划于2019
年实现90％政务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

从“低效率”到“快审批”

“原来要90天，跑五六趟。如今只跑一次，
3天就拿证。” 张家界吾爱森林饮品公司拿到
新的经营许可证后， 负责人马上就签下一个
大单。

“4天拿到工商营业执照。”九州驿站旅行
社法人代表宋铭表示。

一个地区营商环境怎样， 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政务服务的办事效率。

围绕打造制度创新的“高地”，张家界市
打破“信息孤岛”，努力消除各种模糊性审批
条件和隐性门槛，消融企业、群众到政府办事
难的“隔心墙”。

改革由点到面、 经验由个案到标配……
张家界市“审批事项少、办事效率高、政务环
境优”的营商环境正在成型。

张家界市创造性地将政府投资项目和企
业投资项目一并纳入到“最多跑一次”改革中
来， 将原本23个部门的审批事项压缩为立项
许可、用地、规划设计、施工许可和竣工验收5
个环节。大量重复环节得以“合并同类项”，催
生了项目落地的“加速度”。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吸引力、竞争力，更
是创造力、驱动力。今年1至8月，张家界重大
招商项目成效明显，共签约项目37个，总签约
额916.17亿元， 张家界千古情等大型项目迅
速落地开工。同时，张家界市今年已新登记市
场主体11000多户，同比增长逾25%。

跑出“幸福”
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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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2日电 瑞典皇家科学院2日宣
布， 将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阿瑟·阿什
金、 法国科学家热拉尔·穆鲁以及加拿大科学家唐娜·斯特
里克兰， 以表彰他们在激光物理学领域的突破性贡献。

今年的获奖研究为激光物理学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阿什
金发明的光镊工具能够夹住微小如原子的物体； 穆鲁和斯特
里克兰的科研突破则为实现更短和更强的激光脉冲打下基础。

三位科学家分享
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0月 2日

第 2018268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007 1040 10472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50 173 233550

7 8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10月2日 第2018115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121020227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5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0 24390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71
53641

1005871
11964173

41
2343
42433
473225

3000
200
10
5

1113 24 26 2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