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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3.4亿元的北京协和药厂沧州
分厂一期项目近期进入试生产，预计年底
前可生产出国家一类新药“双环醇”原料
药。北京协和药厂创建于 1958 年，受环
境、土地等因素制约，在北京已无法扩大
产能。适时而至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为这家老牌药厂打开了发展的“新窗口”。

截至目前，北京·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
累计承接京津医药产业项目 137 个，总投资 438 亿
元。其中签约北京项目 95 个，总投资 270 亿元。签
约入园项目中有上市公司12家、高新技术企业61家、
外资企业6家。

“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盐碱荒滩。京津冀协同发
展战略的实施，使沧州现代医药产业集群加速形成。”
北京·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招商局局长刘帅
感慨地说。

项目落地，只是发展迈出的第一步。沧州渤海新
区以实干为项目发展护航清障。推行“晨扫描”机制，
每个工作日一大早，沧州渤海新区各级干部组成的

“服务团队”实地察看项目进度、现场解决具体问题；

行政审批局制定“120工作法”，承诺本级行政许可事
项平均办结时限3小时；成立沧州渤海新区医药行业
协会，设立“企业家直通车”办公室，“多渠道、一站式”
为企业解忧。

主动靠前服务，高效解决问题，换来项目建设的
高效运转。截至目前，园区已有63个项目取得土地
证，其中在建项目19个，竣工项目22个，前期拟开工
项目22个。全国医药百强企业石四药广祥药业、北
京协和药厂等项目即将竣工，美国独资企业珐博进、
中日合资企业康蒂尼等项目开始试生产，北京金城泰
尔、北京万生药业等项目已正式投产。

沧州市委常委，渤海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张国栋认
为，产业转移不能是简单地“搬家”，必须在原有基

础上实现质的飞跃。从 2018 年起，园
区加快了改革创新步伐，目标是按照

“产业链—循环圈—生态网”的渐进方
式，加速构建生物医药产业园高质量
发展产业生态体系，打造高端原料药、
医药制剂、现代中药、大健康产业和医

药特色小镇“五位一体”发展格局。
临港开发区积极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引进补链

扩链项目，构建以“四平台、两基金、两中心”为核心
内容、从研发到中试再到产业化的全生命周期的
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开发区还引进建设化药孵化
平台、分析检测平台、中试基地平台，为企业发展
提供全面高端服务；设立总额度 5 亿元的天使基
金和产业引导基金，重点用于支持种子期、初创期
科技型企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高成长性
企业。

如今的北京·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一
个个医药项目正加快“开花结果”。不久的将来，一个
千亿元级别的高端绿色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将在这里
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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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 月 23 日讯
记者温济聪报道：北京市交

通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容军
在 23 日举行的北京世园会交
通服务保障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为做好世园会交通服务保
障工作，全面服务中外游客参
观游览，北京市交通委会同相
关单位，采取开通专线公交、
免费接驳公交、市郊铁路 S2
线、设置世园会专用道等措
施，打造绿色、安全、高效、
顺畅的交通服务综合保障体
系。

世园会园区所在的延庆区
旅游景点多，尤其是八达岭长
城本身客流量较大，与世园会
吸引力叠加后，交通承载压力
将进一步加大。为此，世园会
交通保障按照“以人为本、公交
优先、设施集约”的理念分配道
路资源，最大限度地保障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园区游览的
经济性和便利性。

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实
地调研、多方论证的基础上，北
京市交通部门开行了6条世园
会公交专线。起始点分别位于
轨道交通 8 号线朱辛庄站、16
号线北安河站、5 号线天通苑

北站、6号线金安桥站、13号线
西二旗站、9号线六里桥东站，
方便市民接驳换乘。在园区，
公交专线均停靠在世园会 P3
停车场，距离世园会 1 号门最
近，方便乘客进园游览。

在铁路交通方面，S2线开
通了黄土店站至延庆站直通
车。世园会期间，每周五、六、
日、一及节假日，由黄土店站开
往延庆站的S2线将提高运力，
开行对数提高至18对，保证每
隔一小时左右发送一趟往返城
区至延庆的市郊列车。

为鼓励公交出行，北京市
交通部门和世园局联合设立了

“世园会门票+专线公交”联
票。游客可通过大麦网、遨游
网和站点扫码方式购买联票，
享受价格优惠。平日单程/往
返联票价格分别为 125 元和
130元，指定日单程/往返联票
价格分别为165元和170元。

此外，容军表示，为服务游
客乘坐公交快速直达世园会，
同时保障集约化出行效率，自
4月29日起至10月7日止，在
京礼高速（六环路至延崇高速
小大路出口）设置世园会专用
道，在周末及节假日期间启用。

本报北京4月23日讯 记
者李丹报道：2019年4月23日
是第24个“世界读书日”，国家
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学会、学习
强国平台联合全国图书馆界共
同开展“读经典 学新知 链接
美好生活”世界读书日特别活
动。

在活动现场国图艺术中
心，揭晓了第十四届文津图书
奖少儿类、科普类、社科类 10
种获奖图书。其中社科类 5
种，《汉字与中华文化十讲》《国
家相册：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家
国记忆（典藏版）》《左图右史与
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名
画在左科学在右》《我的世界
观》；科普类 3 种，《美丽之问：
宇宙万物的大设计》《大国重
器：图说当代中国重大科技成
果》《一想到还有 95％的问题
留给人类，我就放心了》；少儿
类2种，《别让太阳掉下来》《鄂
温克的驼鹿》。

活动上，国家图书馆馆
长、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饶
权与全国公共图书馆代表一
起 ，宣 读 了《服 务 全 民 阅 读
共创美好生活——中国图书
馆界 4·23 全民阅读活动倡议
书》，共同向社会发出图书馆
人对于服务全民阅读、推进学

习型社会建设的倡议。
据介绍，23日，“文津图书奖”专题网站资源正式

推出“传承经典 好书共读”专题页面，包括“好书共
读”“邂逅经典”“大师微讲堂”3个栏目。国家图书馆
手机门户、数字图书馆移动阅读平台以及国家图书馆
微信订阅号、服务号等也会发布文津图书奖相应内
容，读者可以通过电脑、手机等随时参与互动。

河北沧州承接京津医药项目137个——

盐碱滩上崛起医药产业集群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哈聪杰 祖天林

公 示

开通专线公交 设置高速专用道

北京全力做好世园会交通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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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
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以“五四运动的历史意
义和时代价值”为主题，重温100年前那段
激情燃烧的岁月，并就围绕进一步加强对
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加深对五四
运动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的认识作出一系
列要求和部署。这一讲话激起广大青年和
青年工作者的强烈反响，势将引领新时代
青年继承弘扬五四精神，正确认识责任使
命，用“中国梦”激扬“青春梦”，以理想信念
续写青春华章。

10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
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
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
动，形成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内
核的五四精神，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
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此后，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以
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
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
春之宇宙”，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
洪流中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青春
乐章。

青春理想、青春活力、青春奋斗，是中
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生命力所在。当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前所
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民族前
所未有地接近伟大复兴的梦想，这是当代
青年的际遇和机缘。中国梦是国家的梦、
民族的梦，也是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每个
中国人的梦，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
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正是为此，习近平
总书记明确指出，当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
题，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奋斗。

广大青年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
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需要奋斗和奉
献，就必须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
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锤炼高尚品
格，在弘扬五四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中勤学、修德、明辨、笃实，爱国、励志、
求真、力行，同人民一起奋斗，在奋斗中释
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以青春之我、
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
设添砖加瓦。

弘
扬
五
四
精
神

续
写
青
春
华
章

本
报
评
论
员

近日，在中关村国防科技园展厅展出的名为“柔
卫甲”的柔性防爆装备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套由
北京理工大学自主研发的装备，突破了防爆新材料、
复合防爆结构设计等关键技术，在装备重量、防爆能
力、灵活性、安全性等方面均具有一定优势，同时该
装备也是北理工自主创新与科研成果转化的典型
代表。

据悉，“柔卫甲”已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北京各
个火车站、大连市地铁、青藏公路检查站等多个场合
亮相使用，并销往“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

危险品应急处置与防护一直是公共安全方面的
一项重要课题。“我刚开始想的是，在柔性防爆领域做
好机理研究和基础科研。多亏了技术转移中心的帮
助，才使研究成果最终能够转化为可实际应用的系列
柔性防爆装备。”北京理工大学机电学院副院长、爆炸
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黄广炎说。

科技成果转化是个系统性工程，涉及政策法规、
国资管理、市场分析、商业策划、投融资等多个环节，

大多是科研人员不熟悉的领域。
“2017 年，我们在长沙组织策划了一场项目路

演，当时这项技术还只有概念图。”北京理工大学技术
转移中心主任戴斌说，为了促成更多科研成果落地，
中心邀请众多投资机构参加，当场就有一些企业和投
资机构提出了合作要求。此次路演，让柔性防爆技术
成果走上了产业化道路。

在成果转化过程中，该中心安排专人全程服务，
设计转化方案，与合作单位洽谈，办理相关手续。
2018 年下半年，“柔卫甲”产品经过权威部门认证
后，被正式推向市场。今年，该中心又支持项目进行
融资，加快产品的推广应用。

北理工技术转移中心成立于2016年初，同时注
册了北京理工技术转移有限公司作为其市场化运行
的平台。中心主要负责科技成果转让、许可和作价入
股报批等工作，公司主要通过市场化手段推动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

该中心积极探索运行机制，建立专业化服务团

队，将成果转化收益的10％作为部门经费，并通过与
业绩挂钩的考核及奖励机制，激发团队活力。

此外，通过“科研成果作价入股+股权奖励+教师
现金投资”方式组建学科性公司，也是北京理工大学
科研成果转化与转移的创新之处。该中心成立以来，
组建了理工导航、理工华汇等10多家学科性公司，转
化科技成果60多项，作价1.6亿元，引入教师和社会
投资5亿多元。

“教师自掏腰包入股，形成了风险共担机制，责
任意识更强。”戴斌介绍，学科性公司的建立，意味
着科技成果有了生根发芽的土壤。加上中心专业化
服务，让学校更多高精尖技术走出实验室、走向
市场。

“作为一所国防特色大学，我们历来有将尖端科
技成果转化为战斗力和生产力的优良传统。”北京理
工大学先进结构技术研究院院长杨亚政表示，进一步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不仅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需
求，也是高校的使命担当。

让更多科研成果走出“象牙塔”
——解码北京理工大学科研成果转化机制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赵淑兰

上图 22日，江苏省泗洪县新装修的新
华书店迎来大量读者。该书店设置了儿童
区、阅读区、休闲区等，打造舒适的阅读环境，
迎接世界读书日。 张连华摄（中经视觉）

右图 23日，市民在江西省宜丰县城郊
绿道旁的岗亭阅读。宜丰县通过完善图书
馆、阅览室、农家书屋，营造浓厚阅读氛围。

何贱来摄（中经视觉）

“悦读”时刻

新华社北京 4 月 23 日
电 4 月 23 日，2019 年庆祝

“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全国五一
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表彰
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
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出席
并讲话。

王东明向全国各族工人、
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
劳动群众致以节日问候。他指
出，广大劳动模范和职工群众
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

作，站稳立场、旗帜鲜明，坚定
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爱岗敬
业、拼搏奉献，为实现中国梦努
力奋斗；弘扬正气、引领风尚，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加强学习、提升素质，不断
发展工人阶级先进性。各级工
会要团结动员亿万职工奋发有
为、开拓进取，为新时代创造新
辉煌。

92个集体和695名个人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奖章，797
个集体获全国工人先锋号。

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记者史竞男） 在第
24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新华书店总店联合全
国各地新华书店举办以“弘扬先进文化、献礼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为主题的新华书店网上商城首届读书
大会，并启动新华万店共读“我的祖国我的书”全民
阅读系列活动。

据介绍，该活动由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和中国出
版集团指导。在未来一年，全国新华书店将线上线
下同步举办“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优秀出版物”万店
联展、年度最受欢迎图书、最受欢迎作者、最美读书
人、最受欢迎出版社、最受欢迎书城等“新华之最”系
列评选，以及主题图书“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进

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军营”等阅读推广活动，把
更多优秀的图书送到读者手中。

新华书店总店负责人表示，新华书店网上商城
上线一年来，已实现PC端、移动端全网联通。这一
由新华书店总店发起、全国新华书店投资共建的互
联网联合发行平台，在互联网时代服务于“为读者找
好书，为好书找读者”。同时，新华书店与全国 120
家出版机构建立业务合作，强化了出版社、书店、图
书馆、读者之间的信息互联互通，助力产业效能提
升。新华书店网上商城已上线近百万种优秀图书，
为用户提供优质的阅读解决方案，打造以文化为核
心的阅读生态圈。

据悉，新华书店网上商城电子书阅读平台“新华
读佳”已于同日上线运营。

“我的祖国我的书”全民阅读系列活动启动
同步开展主题图书“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军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