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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法实施20周年】
公民个人申请行政复议需提交的材料

科技成果转化迎来政策新利好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天宇）

●申请人本人签字的行政复议申请书
（原 件 ，一 式 两 份）。行 政 复 议 申 请 书 应 当
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公民的
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住
所、邮政编码。
（二）被申请人名称。
（三）行政复议请求。行政复议请求可以
表述为：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做出的某具体
行政行为，请求行政复议机关撤销该具体行
政行为、变更该具体行政行为或者请求确认
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对于不履行法定职责
案件，行政复议请求可以表述为：申请人不
服被申请人不履行某种法定职责，请求行政
复议机关决定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法定职责，或者确认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
责违法。
（四）申请行政复议的主要事实和理由。
在这一部分，申请人可以表述支持自己复议
请求的基本事实和法律依据；申请人还需要
表述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时间和途径；对于
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申请人需要表述何
时、通过何种方式向被申请人提出过要求其
履行法定职责的申请，有何证据材料证明。
（五）申请人本人签字或者盖章、申请复
议的日期。
●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的证据材料
复印件（需核对原件）。
●申请人或者法定代理人身份证明。
●委托他人代理行政复议事 项 的，需
提交：

（一）授权委托书原件。授权委托书应
当载明委托事项、代理权限和期限、委托日
期，并由委托人签字。代理权限可以为：代
为申请行政复议；代为承认、变更行政复议
请求；代为撤回行政复议申请；代为举证；
代为表明意见；代为查阅行政复议案卷；代
为接收行政复议法律文书等。具体代理权
限由委托人与代理人协商确定。
（二）以公民身份代理的，需提交代理
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三）以律师身份代理的，需提交律师
事务所指派函原件、律师执业证复印件。
●依照 《行政复议法》 第10条第2款规
定，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死亡，由近亲
属申请行政复议的，需提交：

（一）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复印件
（需核对原件）。
（二）近亲属关系证明复印件（需核对
原件）。

●依照 《行政复议法》 第10条第2款规
定，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为18周岁以下
未成年人，由法定代理人代为申请行政复议
的，需提交：

（一）基于直系亲属关系的，需提交户
籍证明复印件（需核对原件）。
（二）基于其他监护关系的，需提交证
明监护关系成立的有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需核对原件）。

10月11日，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大
授权力度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通 知》
（以下简称《通知》），重在畅通科技成
果转化有关国有资产全链条管理，促
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10月 14日 ，财
政 部 、科 技 部 发 布《中 央 引 导 地 方科
技发展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
法》），旨在规范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
资金管理，提高引导资金使用效益，推进
科技创新。
“一周之内，两个重磅政策的出台落
地对经开区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经
开区科技成果转化将迎来新的机遇。”经
开区相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
“此前，国家通过修订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法等改革措施，已经破解了科技成果
转化中的一系列障碍，如下放使用权、处
置权、收益权等，形成了良好的政策体

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与金
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米雪艳表示，《通知》主
要对技术入股后，股权转让、无偿划转、对
外投资以及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等方面的
管理权限进行了下放，从而事实上建立了
对于技术类国有资产全流程的完整管理
体系。这将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特别是
有利于通过科技成果作价入股实施科技
成果转化。
《办法》表示，支持自由探索类基础研
究、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和区域创新体系建
设的资金，鼓励地方综合采用直接补助、
后补助、以奖代补等多种投入方式。支持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资金，鼓励地方综合
采用风险补偿、后补助、创投引导等财政
投入方式。
其实在今年7月，经开区修订的《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基金管理办
法》中，就已经明确表示经开区调整科技

创新基金整体资金规模为每年5亿元（含
人才基金每年1亿元），将加大对科技创新
企业的支持力度，还将超额收益奖励基金
团队。
经开区相关部门负责人在之前接受
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此次修订就是为了促
进科技与金融相结合，引导社会资本和金
融机构强化对高新技术产业、科技型企业
和科技研发、成果转化项目的支持，不断
完善经开区投融资体系及科技创新服务
体系。
今年8月26日，区内企业博邦芳舟医
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与清华大学历经
十年孕育孵化的创新产品“无创血糖仪”
喜获三类医疗器械证书，这也是国内首张
“无创血糖仪”医疗器械注册证。而该项目
就是经开区积极承接“三城”科技成果落
地转化的一次生动实践。
截至目前，引导基金已决策合作18

只子基金，子基金目标规模超61.05亿元，
引导基金共计认缴5.37亿元，带动了社会
资本超55.68亿元，杠杆倍数超10倍；子基
金现已投资17个落地经开区项目，投资额
为2.67亿元，已超过引导基金目前实缴出
资额2亿元，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资经开
区企业。
经开区有关负责人表示，经开区紧贴
成果转化承载区的定位，锁定“三城”高校
高精尖创新中心，打造了成果转化的“亦
庄模式”。目前已经有清华、北航、北工大
等9家高校高精尖中心与经开区11家技术
创新中心开展合作。
近三年，经开区累计承接“三城”科技
成果转化落地项目总计340余项。未来经
开区将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上持续发
力，进一步加强精准对接、着力优化服务
环境、全力完善承载条件，经开区科技成
果转化将迎来新的机遇。

乘服务业扩大开放东风力推教育国际化

经开区将与芬兰开展合作办学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于晓玲）10
月16日，“SchoolsontheMove”中芬教
育论坛北京亦庄主题日活动在人大附中
经开区学校拉开帷幕。来自芬兰文化教育
部的官员及教育专家，和区内各校方师生
代表共计300余人齐聚礼堂。本次的主题
日活动也意味着经开区和芬兰教育领域
的合作更进一步，将助推区域教育事业走
向国际化。
本次的主题日旨在加强国际教育交
流、共商教育合作、研讨教育改革、探索教
育创新、交流办学经验，促进中芬教育优
势互补、互相借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搭建中芬教育合作交流的桥梁和资源共
享平台。当天，芬兰文化教育部官员及教
育专家和经开区各学校的师生代表们一
起观看了区内中、小学孩子们带来的精彩
表演。随后的论坛上，双方就各自的教育
发展、办学特色及理念等多个领域展开深
入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不只是双方
在教育领域的一次合作，同时，也是经开
区推动区域服务业扩大开放的具体体现。
今年，北京市在落实国务院《全面推
进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
方案》的基础上，发布服务业扩大开放综

合试点重点领域开放改革三年行动计划，
教育就是其中的一项。经开区以2022年北
京冬奥会为契机，加大了探索体育教育的
力度，结合研究芬兰教育理念，开展冰雪
运动特色课。本次的主题日活动就是“中
芬冬季运动主题年”的一部分。

【北京亦庄营商环境之变】

今年3月，芬兰文化教育部唯一授权
的芬兰凯撒卡里奥体育学院以及该学院
中国公司与人大附中经开区学校以“体
育＋教育”为主题，开展国际层面的教育
互学互研、冰雪特色教育交流、国际文化
教育交流的相关合作。此后，芬兰多次到
经开区，就“教育互学互研、冰雪特色教育
交流、国际文化教育交流”等8项内容签署
合作意向书，讨论中芬合作办学后续开展
事宜，并拟将中芬合作扩展到文化、科技、
产业等多方面的区域合作。
其实，这已不是经开区和芬兰的首次
合作了，很早以前，双方便已开展交流对
接，2014年11月，国家贸易科技中心
FINPRO与经开区管委会签署《关于共同
建立中芬生态创新园的合作框架协议》，
通过建设中芬北京生态创新园，推动双方
企业在高科技及新能源领域的合作与交
流，从而为今天更广泛领域的合作奠定了
基础。

【我和我的祖国】

“一站通办”服务好“足不出园”效率高

21家工商登记注册指导站办理业务4100件

《我和我的祖国》掀观看热潮

●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为18周岁
以上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 由法定代理人代为申请行政复议的，
需提交：

（一）残疾人证明或者医院、法医鉴定
机构出具的有关证明复印件。
（二）法定代理证明复印件：
1.基于夫妻关系的，需提交结婚证复印
件。
2.基于直系亲属关系的，需提交户籍证
明复印件。
3.基于其他监护关系的，需提交证明监
护关系成立的有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利害关系人申请参加复议的，需提交
有关身份证明材料和存在利害关系的证据
材料。
●未进行核准登记的其他合伙组织，合
伙人共同申请行政复议，需提交合伙协议或
其他证明合伙人身份的有关证明材料复印
件（需核对原件）。
●同一行政复议案 件 申请人 超 过 5人
的，需提供：所有申请人签字确认推选1-5名
申请人代表参加行政复议的推选书。
●依照《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21条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应该提供
证明材料：

（一） 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
的，提供曾经要求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
而被申请人未履行的证明材料。
（二）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行政赔
偿请求的，提供受具体行政行为侵害而造
成损害的证明材料。
（三）法律、法规规定需要申请人提供
证据材料的其他情况。
●行政复议机构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前几天我们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方针 刘娜）
办理公司地址变更业务，在楼下工商指导站3、4分钟就
递交完了材料，特别方便，特别快捷。”北京福瑞康达科
技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常晴接受采访时高兴地说，不出
园区就能办理工商业务，而且效率还高。
像常晴一样享受到便利的还有很多企业。记者从
经开区工商分局获悉，目前在区内设立的21家工商登
记注册指导站，包括16家园区指导站和5家银行指导
站，从设立至今，通过指导站递交工商登记材料办理业
务就有4100件，登记注册专员向企业提供咨询指导万
余次，有效延伸登记注册服务形式，让企业充分享受到
不出园区就能办理工商业务的便利。
记者了解到，各指导站设置了统一标牌及流程规
范，各个园区通过指导站的服务专员，为园区企业免费
办理登记业务，不仅增加了服务资源供给，还为设有指
导站的园区增添了竞争力。“我们园区指导站成立了三
年时间，可以办理工商的设立、变更等所有的工商业
务，这三年里为园区企业办理了800余项业务，得到了
企业的认可，企业方便了，对园区的服务满意度也有极

大的提升。”大族工商登记注册指导站注册专员吴玲玲
说，“这也成了企业落户园区发展的一个有利因素，服
务好了，企业愿意来。”企业对园区指导站满意率高，与
园区黏合度高，园区因此留下了稳定的客户源，形成了
“双赢”的局面。
为了针对性地解决园区登记注册专员在工作中遇
到的难题，工商分局还建立园区人员微信群，定期将国
家总局、市局及管委会发布的政策与业务知识发送到
微信群中，在微信群中对政策进行解读，便于登记注册
专员及时掌握新政策、新规定，并在群内针对问题进行
详细回复，做到“句句有回音、事事有回应”。“将服务时
间延伸到8小时以外，构建全天候指导服务体系，真正
为企业设立一个高效便捷的指导服务窗口。”工商分局
登记科副科长郭敬睿说。
务实的举措，引来了企业纷纷落户。截止到9月
底，经开区市场主体达到2.54万户，市场主体发展离
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一项项旨在优化营商环境、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的改革举措陆续推出，广大企业纷纷
点赞。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近日，经开区
内掀起观看影片《我和我的祖国》热潮，浓浓的爱国情在全
区上下涌动。
机关党委组织机关全体干部观看了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献礼影片《我和我的祖国》，来自机关的500余名党员群
众参与观影。“通过这次观影活动，感受到了个人奋斗和
国家发展息息相关，更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
就而感到骄傲，进一步激发了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坚定
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信念。”大家在观
影后纷纷表示。
亦庄控股党委则连续组织了数场观影活动。“这样的
活动特别好，既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也提升了我们的
爱国情怀。这部影片的很多地方能够让我产生共鸣，让我
体会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集团子公司职工承忠
德告诉记者。
此外，经开区各企业团组织也参加了观影活动。中建
二局一公司职工孙易豪看完这次《我和我的祖国》影片之
后，感慨颇深：“北京你好的片段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
象，因为我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中参加了群众游行
的方阵，作为一个外乡人，到了北京，到了经开区才有了这
段经历，正如影片中说的那样，我感受到了北京的热情。”
在10月15日国际盲人节这一天，区内企业大地文化
传播集团与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专门为视障观众组
织了一场公益观影活动。来自北京的80位视障朋友和家
属在大地影院集团旗下影院观看了《我和我的祖国》。开国
大典、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女排夺冠、香港回归、抗战胜
利70周年阅兵式……通过同声讲解，助力视障人士观赏电
影。当“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的歌声响起时，大
家鼓掌，并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和着原声一同唱出来，气氛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天宇 方针 张泉 郑旎
热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