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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时常驾车途经北京市海淀区北部北清
路、温阳路、温北路的人们，正逐渐习惯与头
顶触角、身贴“自动驾驶测试”标识的车辆齐
头并进。在这里，一个覆盖封闭测试场、半
封闭的智能网联园区场景和开放道路测试
的自动驾驶全能型公测“乐园”正在崛起。

不久前，中关村科学城北区100平方公
里自动驾驶示范区一期自动驾驶测试道路
全面开放。

全场景测试平台

7月3日，记者乘坐小马智行的自动驾
驶汽车，在中关村环保科技园附近景天路和
地锦路上兜了一圈。当坐在驾驶座上的安
全员双手离开方向盘时，车辆仍能根据自身
传感器捕捉到限速、红绿灯、左转弯待转区
等信息准确无误地停车、起步，平稳地穿行
在十字街头。

完善的道路测试环境，是所有自动驾驶
企业成长不可或缺的“土壤”。一辆自动驾
驶汽车推向市场，要经过实验室、封闭道路、
有条件的开放道路测试、开放道路上面向公
众的试运营等诸多阶段。这些都需要真实
的道路来测试车辆性能并获取大量数据，以
改进完善传感器及自动驾驶算法，完成技术
和产品迭代。

2019年，海淀区提出在北起沙阳路、南

至温泉路、东起永丰基地、西至聂各庄-北
安河路及海淀驾校区域，建设自动驾驶示
范区。

2020年6月30日，中关村科学城北区
100平方公里自动驾驶示范区一期自动驾
驶测试道路全面开放，区内自动驾驶测试道
路从此前的 3条 19.4 公里，扩增至 52条
215.3公里。

“自动驾驶测试道路全区域开放将进一
步满足相关企业自动驾驶测试需求，有利于
加快5G+自动驾驶商业模式探索，更好地
推进不同场景下的自动驾驶应用示范。”负
责示范区运营建设的北京翠湖智能网联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勇说。

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产业促进一处王
震宇告诉记者，中关村自动驾驶创新示范区
将通过一批自动驾驶、5G车联网、高精度地
图、北斗导航、智能交通等“新基建”项目建
设，构建“车、路、云、网、图”一体化智能网联
示范应用的创新体系，推动海淀北部地区高
质量发展。

超豪华企业“阵容”

坐拥中关村科学城的北京市海淀区，是
北京自动驾驶企业星聚之地，拥有超豪华的
企业阵容。

在云集于此的自动驾驶企业中，百度首

屈一指。作为国内最早布局自动驾驶的企
业，百度拥有自动驾驶全球专利申请数超
1800项及120张载人测试牌照，测试里程
超过500万公里。

被视为自动驾驶领先创业企业的小马
智行，是首家获得北京自动驾驶载人测试牌
照的企业，也是最早进驻中关村自动驾驶示
范区测试车辆的企业之一。

小马智行政府事务总监郝峥嵘告诉记
者：“海淀区此次开放215.3公里测试道路，
将为自动驾驶公司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和
测试空间。”他们计划在开放测试道路上开
展载人路测，并将重点开展网络约车、定点
接驳测试。

“其实，我们北部地区除了自动驾驶企
业，还有很多相关企业集聚，比如激光雷达、
高德地图，创客小镇也在引进一些智慧汽车
项目，产业链非常丰富。”王震宇说，现阶段
首先是要把环境营造好，满足产业相关企业
的需求，筑巢引凤。

区域生态合作圈

如今，在这1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正
搭建起适合产业发展的“四梁八柱”——一
个平台、四大板块和七片区域。“一个平台”
是中关村自动驾驶创新示范区产业创新基
础平台。“四大板块”为自动驾驶测试、智能

网联立体示范、自动驾驶载人试运营以及技
术创新和产业培育板块。

随着中关村科学城北区开展“新经济、
新基建，引领智能化”行动，今年自动驾驶示
范区将迎来更多激动人心的时刻：

——推进示范区全域测试第二批道路
开放，最终形成近400公里的开放测试道
路。适时启动在北清路建设国内首条综合
性智能网联交通走廊。

——启动海淀驾校自动驾驶封闭式测
试场再提升，支持自动驾驶测试功能27
种，网联测试场景49种，虚拟仿真平台支
持测试场景1000种以上，筹划建设高速测
试场景，为自动驾驶创新企业提供测试
环境。

——2020年10月份，在中关村环保
园内设立的中关村智能网联汽车前沿技术
创新中心将启动运营。该中心旨在聚集和
培育一批掌握智能网联汽车前沿技术的企
业，链接自动驾驶生态合作伙伴，形成区
域性自动驾驶生态合作圈。

到2025年，示范区以中关村壹号、环
保园、永丰基地、创新园、创客小镇等北
部科技园区为珍珠链，串起北清路科技创
新走廊沿线，形成一带两翼协同研发产业
高地，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航母上，培育
多个细分领域头部企业和行业小巨人百余
家，形成千亿元级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群。

构建“车、路、云、网、图”一体化智能网联示范应用创新体系

北京形成千亿元级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群
本报记者 杨学聪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我们
的呼吸机产品供不应求，大部分订单已经
排到年底。”近日，走进位于河北三河市燕
郊高新区河北谊安奥美医疗设备有限公
司，各道生产工序忙个不停，公司董事长
助理李凯告诉记者，他们研发的高端无创
呼吸机VG55为河北省首例高端无创型呼
吸机。

河北谊安奥美是北京谊安医疗系统股
份有限公司部署在廊坊的产业基地。据了
解，北京谊安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累计
申请知识产权千余项，所转化项目全部在
河北谊安奥美落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像河北谊安
奥美一样，成为“京津研发、廊坊孵化转
化产业化”的成果。从2014年至今，廊坊
市已吸纳京津科技成果2419项。

优化环境培育转化沃土

“一项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价值，
要经过技术研发、中试熟化、企业孵化等
诸多阶段，在这一漫长且复杂的过程中，
离不开优质软环境支撑。”廊坊市科技局成
果转化与区域创新科科长刘欣介绍，他们
通过搭建政策体系、实施专项行动、开展
科技金融合作，全力构建科技成果转化良
好环境。2019年，廊坊市吸纳京津科技成
果360项，位居河北省前列。

位于廊坊市固安县的翌光科技是一家
从事新型OLED及应用产品自主研发、规
模生产、市场销售等业务的高科技企业，
其技术源自1996年清华大学成立的OLED
项目组。该企业近几年的成长，离不开当
地政府部门提供的支持。

“省、市科技引导资金共同出资成立的

‘三浦科创固安科技股权投资基金’增资，
帮助我们建成了国内最先进的OLED照明
量产线。”翌光科技副总经理王崟介绍，目
前企业多款产品已经通过客户评测并投放
市场。

近几年，廊坊市先后制定出台了30多
项、200余条政策措施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涉及科研院所、企业主体、研发投
入、平台建设、服务体系、人才评价等各
个环节。今年，廊坊市安排专项资金1140
万元，优先支持京津科技成果落地达产。

同时，廊坊市还通过设立创新创业投
资基金等财政投资基金，与建设银行、廊
坊银行、邮储银行合作设立科技金融专项
资金，创新“科技助保贷”“科技委托贷”
等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为科技成果转化
提供资金支持。

搭建平台提升承载能力

“近些年，我们准确把握廊坊在京津冀
协同发展中的功能定位，把平台建设作为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点基础工作来抓。”
廊坊市科技局高新技术科张纪峰说，通过
科技园区平台、科技研发平台、科技孵化
平台、协同创新基地等平台建设，廊坊全
面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承载能力。

据介绍，廊坊市现有国家级高新区1
家、省级高新区5家，总量居河北全省第
一。同时，全市还有农业科技园区37家，
其中国家级3家。这些科技园区汇聚了廊
坊市40%以上的科技平台和科技型企业，
成为全市科技成果转化的聚集地。

目前，廊坊市拥有以企业为主体的
各类研发平台 635个，其中国家级研发
平台2个、省级研发平台64个。近3年

来，这些研发平台共开展科技项目9158
项，形成创新成果 8360 项，申请专利
1.3万余件，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的重
要力量。

记者了解到，廊坊市孵化器和众创空
间已发展到106家，全市各类孵化平台在
孵企业和创业团队2000多个、培育高新技
术企业100多家、在孵企业知识产权申请
量千余件，成为加速中小微企业科技成果
转化的有效载体。

同时，廊坊市还建设了以清华大学
（固安）中试孵化基地等为代表的协同创新
基地27家，基地内注册企业800余家，累
计引进科技成果和企业近千项（家），其中
来自京津的企业和成果占一半以上。近
日，固安新型显示特色产业基地获批国家
火炬特色产业基地。

畅通渠道加速成果转化

前不久，在河北2020科技成果直通车
京南示范区站生物医药线上专场对接会
上，6个优质技术项目在线推介。来自北
京的同方威视公司与固安京南科创谷达成
合作意向，拟共同打造首个省级辐照灭菌
技术研究中心，推动辐照灭菌产业升级和
转化。

这场对接会由中国技术交易所 （固
安）科创服务中心组织，工作人员夏蕊告
诉记者，该中心自2018年入驻以来，已为
固安及周边20余家企事业单位完成了技术
合同认定登记，累计实现技术交易额47亿
元。为维信诺等企业提供技术对接、知识
产权服务十余次，开展了生物医药、新型
显示两场线上对接会，搭建起综合性服务
平台京南技术大市场，引入各类服务机构

17家。
“高水平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可

以提供专业化的发明评估、质量管理、市
场分析、商业推广、交易估值、谈判签约
等系列服务，实现科技成果转化链条良性
循环。”廊坊市科技局科技平台与合作科
科长田德利介绍，他们采取政府自办、企
业自办、域外引进、合作共建等多种形
式，已引进培育各类科技服务机构50多
家，其中国家级和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各2家。

作为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廊坊
市生产力促进中心创新了“科技管家+创
新顾问”，建成科技大市场——廊坊市科技
创新创业服务中心，集科技企业大数据服
务平台、大型仪器共享服务平台、知识产
权服务平台等于一体，可提供政策解读、
项目咨询、技术转移等22项全方位、一站
式、高效率服务。

廊坊市还推进与京津资源共享，与中
国技术交易所、中科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
中心、北方技术市场等30余家技术交易机
构实现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畅通京津科
技成果转化渠道；与通州、武清科技部门
对接，丰富三地的政策库、专家库、项目
库，加速科技资源共享共用。目前，全市
90%以上的科技型企业与京津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建立了稳定、紧密的技术合作
关系。

廊坊市科技局局长贺曙光表示，将坚
持“京津研发、廊坊转化”这条主线，持
续激发科技型企业创新活力，促进企业在
知识产权、成果应用、科研投入等方面实
现大幅跃升，努力把京津创新资源优势转
化为廊坊的创新优势、产业优势、发展
优势。

6年吸纳2419项科技成果落地——

河北廊坊构筑京津协同创新链
本报记者 陈发明 宋美倩 通讯员 杨雅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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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3日，广西南宁市在
西乡塘区坛洛镇上中村颁发了全
国第一本“互联网+不动产登
记”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证
书，标志着农村不动产统一确权
登记在全市全面铺开。

上中村70多岁的邓桂明在
现场领证时竖起了大拇指，为该
项便民服务点赞。村民林贵羲现
场申请办理自家宅基地确权登
记，整个流程不到10分钟，他
激动地表示：“本以为会很复
杂，没想到在村里就能办证，太
便利了。”

作为“互联网+不动产登
记”的积极倡导者，南宁市自然
资源局坚持以“农民的事情农民
办”“依法依规”“一户一宅”

“应登尽登”为工作原则，采取
新权籍调查方式和“互联网+不
动产登记”模式，扎实开展农村
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

权籍调查是农村不动产确权
发证的基础和前提，南宁市有近
94万宗存量农村宅基地，按传
统方式调查不仅程序多、耗时
长，且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财力。对此，南宁市自然资源局
引入全新权籍调查方式，采用无
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建立实景
三维模型，在实景三维模型上采
集房屋数据，大幅提高了工作效
率，降低了投入成本。例如，测
量人员减少五分之四，效率提高
5倍，经费投入减少 90%。目
前，南宁市已在广西率先完成存
量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工作，完
成率达100%。

为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南宁市自然资源局在全
国首创“互联网+不动产登记”
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模式，
依托二层单位自主研发能力，
在“邕e登”平台增加农村不
动产确权登记功能模块，率先
实现了农村不动产登记“网上办理”。村民仅需携带户口
本、家庭成员身份证和房屋照片到村（居）委会提出申请，
由村（居）委会通过“邕e登”平台受理并完成初审，提交
给不动产登记机关审核，通过后由村（居）委会发布公告15
天，无异议即可缴费并领取不动产权证书，实现“登记不出
村、领证在家门”。

据了解，下一步南宁将继续把“互联网+”改革成果应用
到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中，确保今年底完成农村不动产确权登
记任务，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红利。

100个高频民生服务事项掌上办理、企业开办时间压减
到1个工作日内、实施“非工作时间政务服务”、建立重大决
策研究论证机制……打造山东省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大力实
施改革攻坚，积极实行流程再造，山东东营干在实处、跑在
前列。

今年以来，东营市坚决贯彻落实山东省“重点工作攻坚
年”部署要求，聚焦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人才制度、科教、财
税金融、资源环境、企业改革、开放倒逼、优化法治环境、市
域社会治理等领域，按下推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流程再造

“提速键”。
提升服务群众的水平，就是要让群众办事少跑腿，简单

便捷是标准和方向。如今，东营市民看病只需要拿出手机，
微信关注健康东营公众号，就能预约挂号，看完医生再使用
社保卡账户缴费拿药。市民看病方便快捷，反映出东营市加
大公共卫生领域的改革攻坚力度，加大基层卫生信息化建
设，集中攻坚居民健康卡、社保卡不能互通“堵点”的创新
努力。

为让群众办事更方便快捷，东营市今年在公共服务领域流
程再造上下“绣花”功夫。为推动基层服务“就近办”和“随
时办”，东营市在全市所有乡镇（街道）设立便民服务中心，
建成166个社区便民服务中心，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理各类
便民服务事项。同时，东营市积极利用“互联网＋”，在全省
率先开通政务服务e平台“东营掌上通”，使100个高频民生
服务事项实现掌上办理，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办事。

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推动更多企业、项目落地生
根，享受到更多优质便捷的政务服务。4月初，东营市胜利
第四十六中学教学楼铝合金窗户更换及地面铺装工程负责
人李泮林使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网上申报，1个工
作日后，他收到了一份立项电子证明。这份由东营市行政
审批局核发的“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电子
证明，是东营市首张“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
复”电子证明，也是山东省核发的首份立项批复电子证
明。这张电子证明的核发，标志着东营市项目立项实现了

“网上申请、网上审批、限时办结、网上校验、系统共享”
全程电子化审批。

“线上申领项目立项电子证明省去了我们准备纸质材料、
办事人员跑审批等环节，省时又省力，为我们企业及时复工复
产、加快项目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李泮林说。

东营市以“放、减、通、优”为重点，推进“一窗受理·
一次办好”改革，系统推进政务服务流程再造，为改革攻坚打
下坚实基础，为好企业、好项目选择东营、落户东营创造了最
优环境。

破痛点 疏堵点 消盲点

山东东营公共服务再提速
本报记者 管 斌 通讯员 郑代玉

位于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