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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发布 20 条国际人才新政 外籍配偶及子女可永久居留

外籍人才可换发多次访问签证
中关村示范区作为第一个国
家级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积累
了较好的先行先试经验，多项政
策复制推广全国。记者获悉，为解
决外籍人才“进得来”、“留得下”、
“干得好”、“融得进”等问题，《关
于深化中关村人才管理改革 构
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用才机
制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 《措
施》）政策文件出台，此为继续发
挥“试验田”、“排头兵”作用的一
次重要举措。
20 条措施全国率先提出

记者了解到，《措施》共提出
了 20条政策，多项均为全国率
先提出。其中，在便利国际人才出
入境方面提出了 5条政策。重点
解决人才“进得来”问题，涉及外
籍人才申请永久居留、便捷出入
境以及长期居留许可等。在之前
配偶子女享有直通车的政策基础

上，新政提出中国籍人才的外籍
配偶及子女可通过直通车程序申
请永久居留，实现对高层次人才
和家属的全覆盖。在便捷出入境
方面，外籍专家学者每年多次入
境需频繁办理程序，这次的政策
创新将允许他们换发多次入境
的访问签证，为他们到中关村科
研院所交流访问提供便利，对来
京探亲的人才家属也将签发五
年签证。
在开放国际人才引进使用
方面提出了 6条政策，重点解决
人才“留得下”问题。在外籍人才
担任法人代表、承担科技项目以
及提名政府奖项资格等方面实
现了突破。比如提出允许取得永
久居留资格的外籍人才在中关
村示范区内担任新型科研机构
的法定代表人，新型研发机构直
接引进外籍顶尖人才；在支持国
际人才兴业发展方面提出了 4
条政策，重点解决人才“干得好”

问题，主要是通过营造更加开放
高效的引才用才环境，加强中关
村区域国际人才的交流合作。此
外，为更好吸引全球优秀人才，
将在海外建立 10个联络处，包
括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在加强国际人才服务保障方
面提出了 5条政策，重点解决人
才“融得进”问题，包括外籍人才
住宿简化登记、便利体检、保险
保障、子女教育和设立一站式服
务平台等。

权、处置权和收益权赋予项目承
担单位，对科技成果主要完成人
实行股权和分红激励，并给予分
期纳税或取得收益再纳税的优
惠政策，北京市结合实际制订出
台了“京校十条”“京科九条”等
市级落实政策，在制度上打破制
约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在收益
分配上有效激发了科技人员成
果转化的积极性。
同时，建立人才制度优势。自
2011年先后成立了北京纳米能
源与系统研究所、北京生命科学
中关村去年收入超 5 万亿
研究所、北京大数据研究院等，为
2017年，中关村人才管理 促进海外顶尖人才团队引进和原
改革试验区总收入超过 5万亿 创成果快速涌现提供了机制和平
元，形成了人工智能、移动互联 台支撑。针对外籍人才入境难的
网、高端显示等具备国际竞争力 问题，出台了支持北京创新发展
的产业集群；从业人员超过 230 的 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10项
万 人 ，本 科 及 以 上 学 历 占 比 在中关村先行先试，包括开通申
53.2%，海归创业人才近 4万名。 请永久居留“直通车”、在中关村
近年来中关村推出了一系列先 设立审批服务窗口、实施积分评
行先试政策，把科技成果使用 估制度等。“直通车”实施一年多

来，已有 353人拿到永久居留证，
办证时间从 180天缩短到 50个
工作日，被外籍人才誉为“世界上
办理速度最快的绿卡”。为拓展海
外引才渠道，还在主要发达国家
建立了 10家海外联络机构，聘
请一批海外院士专家担任中关村
海外顾问。目前，中关村已有“千
人计划”专家 1343名，占全国近
20%。
此外，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
境。目前，中关村有高新技术企业
近 2万家，其中，独角兽企业 67
家，占全国一半左右，是全球仅次
于硅谷的独角兽最密集区域。双
创保持活跃态势，全年新设立科
技型企业近 3万家，日均新设立
80余家。在中关村示范区，有 2
万多名天使投资人，670多家知
名创业投资机构，100多家创新
型孵化器，500多家产业联盟和
社会组织。
北京晨报记者 樊一婧

地铁“
蜘蛛侠”显神功
新春走基层 返程高峰
夜间登上十几米高空作业 检修百公里供电接触网
刘帅是京港地铁 14 号线供电接
触网维修督导，今年是他在岗位上度
过的第五个春运。 大年初七之后，返
程客流持续走高，据悉，春运返程高
峰预计持续至正月十五之后。 为了保
证返程期间的运营安全，京港地铁维
修部门按计划对线路、 车辆展开维
修、保养工作，刘帅和同事们也再次
对地铁 14 号线沿线 100 多公里的供
电接触网进行了检修。 因为经常要在
夜间登上十几米高的高空进行作业，
除了接触网维修工作人员，刘帅和同
事们还被大伙儿赋予了一个特别酷
炫的名字——
—“蜘蛛侠”。

■相关新闻

返程客流高峰
地铁加开临客
北 京 晨 报 讯 （记 者
曹 晶 瑞）

荩 刘帅和同事们正在 对
地铁 14 号线的供电接触网进
行检修。

深夜 4 小时争分夺秒忙不停

供电接触网，通俗的解释就
是地铁运行的动力源，一旦损坏
就会导致地铁列车故障乃至停运
等，耽误乘客出行。为此，刘帅和
同事们的工作虽然不直接接触乘
客，但却是乘客正常、平安出行的
守护者。
春运期间，北京晨报记者在
地铁运营结束后前往地铁 14号线

探访，见到了正在工作中的刘帅。
夜已深，大街小巷已是一片安静，
但京港地铁 14号线车辆段却是一
片热火朝天的场景。刘帅和同事们
穿戴好作业装备，准备开始当晚的
检修作业。从组织同事召开安全交
底会和技术交底会，对当晚的检修
重点内容进行讲解，到搬运工具进
入轨行区，再到熟练地爬高、检修

接触网……刘帅和同事们按照严
格的作业流程和规范，熟练地进行
着各项检修作业。
刘帅告诉北京晨报记者，和
很多上班族不同，他们的工作多
数在深夜。“地铁运营结束后，我
们要利用 4小时的空档期进行
检修，确保次日地铁列车能够正
常、安全地完成运输任务。”刘帅

表示。
由于作业时间仅有 4个小
时，刘帅和同事们不停地忙活着
手里的活儿，争分夺秒却又有条
不紊。次日凌晨 2点多，记者已经
有些困意，但刘帅和同事们却依
旧精神得很，相互间默契配合，完
成接触网设备的保养检修和故障
处理等，不敢有一丝松懈。

恶劣的天气，我们越是要加强巡视
和检修。”刘帅说，夏天，地铁轨道
线网集中的区域，地面最高温度至
少达到 40度左右。“别说穿着厚厚
的作业服不停地在其间干活，即便
只是站在那儿，也得一身汗。”刘帅
笑着说，酷热的夏日，作业时全身
会不停地冒汗，经常像刚洗过澡一
样。“至于冬天夜里，爬上几十米高

的高空，人的体感温度会达到零下
20度左右。手冻僵了，但也不能影
响手里的活儿。”刘帅说。
今年是刘帅在岗位上度过的
第五个春运。一方面自己的工作为
成千上万的乘客安全出行护航，另
一方面，又一个春节没能好好在家
过年、陪家人。 北京晨报记者

登高作业 对抗严寒酷暑

除了地面作业，刘帅和同事
们更多的时候是在距离地面 5米
至 10米左右的高空进行作业，
当对高架桥区的地铁沿线接触网
进行检修时，他们的作业高度则
会提升到距离地面 30米至 40
米。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高空作业
已经是一个挑战，但对于刘帅和
他的同事来说，却是再平常不过

的一项技能。“大伙儿都说，我们
是‘蜘蛛侠’，听着挺骄傲的。”刘
帅笑着说，对于登高，他和班组的
每个成员都是从最初的心里发
颤、腿发软到现在的驾轻就熟。
刘帅向北京晨报记者坦言，对
于接触网检修工作来说，最难的不
是登高儿、不是熬夜，而是要经受
严寒酷暑、雨雪大风的考验。“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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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春运返程
客流持续走高。京港地
铁表示，根据往年数据，
预计返程客流高峰将持
续到正月十五后一至两
周。届时，京港地铁将密
切关注客流情况，适时
加开临客。
据京港地铁介绍，
自 2月 22日初七开始，
地铁日均客运量逐步回
升，目前，4号线及大兴
线 日 均 客 运 量 为 95万
人次；14号线日均客运
量为 44万人次；16号线
北段日均客运量为 6万
人次。根据往年数据，京
港地铁预计返程客流高
峰将持续到正月十五后
一至两周。
京港地铁表示，将持
续密切关注客流情况，根
据客流需要及时调整列
车运行，适时加开临客，
保障乘客出行顺畅。
此外，京港地铁在 2
月 22日至 3月 12日，将
组织近 400名志愿者值
守在北京南站，在春节假
期过后的返程客流时段，
引导乘客有序乘车，并为
乘客提供咨询等服务，方
便乘客在北京南站乘车、
换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