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日炎炎，西部（重庆）科学城发展

欣欣向荣。

走进西部（重庆）科学城，隆鑫通

用、台晶电子等企业生产线马力全开；

工业互联网、智能化产业基地等重点项

目建设马不停蹄；植恩药业、精准生物

等企业持续发展……重庆高新区通过

政策引导，激发数字化改造的动能，推

进产业转型升级，助力西部（重庆）科学

城高质量高标准发展。

数字化孕育发展新动能

数字经济体现着城市发展的“高

度”。重庆高新区用理念先行引导数字

经济布局，使得园区产业与数字经济持

续产生“化学反应”。

6月 19日，在隆鑫发动机和摩托车

整车生产车间里，能真切感受到智能化

的魅力。该车间负责人介绍，这里的智

能化并不仅仅体现在“机器换人”，而是

注重打造出一个支持高端发动机及摩

托车从产品设计、工艺设计、质量管控、

数据采集实时反馈到生产优化、实时调

度、集成运行的高效创新模式工厂。

以发动机轴瓦选配为例，在生产线

上，工作人员手持扫码枪，在后平衡轴、

轴套、下箱体上的二维码相继扫过之

后，一旁的轴瓦选配机就自动弹出匹配

的轴瓦，整个流程下来只需要十几秒。

而在这之前，类似的工序需要人工选

配，耗时十几分钟。

据了解，目前，隆鑫通用旗下已经

拥有两个智能工厂、两个数字化车间。

除此之外，鑫源也在进行数字化创

新。刷脸进门、VR智能传感、车联智能

一体……未来这样的场景将会在鑫源

智能产业研究院实现。“目前项目已经

完成注资，未来可以实现研发、生产、检

测的高度集成。”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人脸识别、人员定位、智能传感等信

息技术都将融入到产品中。

因产业而兴，也因产业而荣。重庆

高新区在数字经济赋能下，构建产业发

展的先发优势，把短板拉长，把优势变

强，园区数字经济将会更具核心竞争力。

布局数字经济先人一步

发展数字经济，重庆高新区“蓄力

已久”。

4月7日，重庆高新区西永微电园内，

几名科研人员正在一个不足70平方米的

实验室里，对一堆芯片进行测试封装。

实验室面积虽小，来头却不小。“它

名为硅光实验室，是全国首个能够实现

硅基光电子芯片全流程封装测试的实

验室。”联合微电子硅光中心总监冯俊

波说，硅基光电子芯片是未来信息产业

发展的前沿技术。

随着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的推

进，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等主

导产业的一系列前沿科技支撑要素正不

断在重庆高新区集聚。英特尔FPGA中

国创新中心在进行人工智能、5G通信等

领域前沿创新；华润微电子（重庆）有限

公司功率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正在打

造高性能计算与仿真设计平台……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在发展数字

经济的赛道上，重庆高新区先人一步，

一方面聚焦大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

先进制造等主导产业，瞄准5G应用、集

成电路、精准医疗等细分领域，引育一

批科技含量高、投资金额大、带动效应

强的重大项目，推动大数据智能化和大

健康产业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另一

方面，出台产业规划和政策，设立基金、搭

建平台、组建联盟，高标准打造国家生物

产业基地、国家检验检测高技术服务业集

聚区、微电子产业园区等载体，推动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项目落地，培育壮大

主导产业集群。

推动数字化场景应用

技术的创新与发展，离不开场景的

运用。

在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数据与车

辆检测集合，检测服务成“高端版”数字

经济产业；在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园，人

工智能与医疗牵手，使得看病、取药、挂

号等告别长时间排队，实现智慧服务成

了可能；在金凤园区，一架架物流无人

机把产品码得整整齐齐……重庆高新

区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沃土。

同时，重庆高新区以“新基建”5G
为突破口，为数字经济助力。截至目

前，重庆高新区已建成5G基站1255个。

重庆高新区相关部门负责人说，重

庆高新区将加大对 5G 资源的规划建

设，逐步建立起覆盖园区主要生产生活

区域的 5G 基站站址保障体系。同时，

围绕产业发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生

态宜居等领域打造一批5G融合应用试

点示范项目，打造5G创新应用高地。

下一步，重庆高新区将抢抓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和西部（重庆）科学城发

展机遇，在打造数字经济方面持续发

力，助推西部（重庆）科学城数字经济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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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23 日傍晚，西安高

新区市民广场，随着六只象征着幸福、

美好、时尚、和谐、繁荣、文明的数码花

球腾空而起，2020 首善高新夜经济体

验官招募暨第二届城管开放日活动举

办，百位高新夜经济体验官，以及夜经

济创业者、商圈商户代表、热心市民等

开启高新烟火的打卡之旅。

活动以“助力月光经济 体验高新

烟火”为主题，由西安高新区城市管理

局主办。据主办方介绍，为了给疫情

之后的经济注入更多新鲜活力，西安

高新城市管理局前期通过H5等方式，

发布“2020首善高新夜经济体验官”集

结令，集结 100位首善高新夜经济体验

官，深度体验西安高新区夜晚的美食

美景。

活动现场，主办方为首善高新夜

经济体验官代表颁发“高新夜经济体

验官”徽章并送上首善高新文创香包，

西安高新区城市管理局邀请市民通过

行走打卡和镜头记录，发现更多有温

度、有魅力的高新烟火。同时，西安高

新区夜经济创业者、商场代表分享宝

贵经验和经营感受，对西安高新区大

力发展月光经济、助力企业缓解经营

困难的政策举措给予充分肯定。

活动中，西安高新区夜经济发展

先导片《高新月光奏鸣曲》首发，《 西

安高新区助力发展夜间经济规范占道

经营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发布。发展

月光经济，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

和社会治理的水平。今年 5 月以来，

西安高新区城市管理局以服务群众、

改善民生为着眼点，按照以人为本、疏

堵结合、合理布局、分类管理、柔性执

法的总体要求，变“堵”为“疏”，规范占

道经营管理工作，助力夜经济发展。

“我们店一共在店外摆了 6 套桌

椅，吸引了很多顾客前来光顾。”西安

高新区一名夜经济体验外摆商户高兴

地说，外摆以后，店铺营业额提升了

15%左右，最高的一天夜间店铺外摆的

经营额就占全天的 20%，相信生意很

快会恢复到疫前水平。

西安高新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通过探索精细化要求、服务式

管理、人性化执法的城市管理新模式，

该局灵活采用柔性执法手段，开展审

慎包容监管，打通城市经济发展的毛

细血管，让商贩流动起来、让商铺活跃

起来、让消费信心提振起来。 张静攀

今年以来，厦门火炬高新区多家企

业或以科技实力“战”在疫情防控的第

一线，或化“危”为机持续拉动园区平稳

发展，或精耕研发领域，向更高层级进

发……在前不久举行的 2020年中国品

牌日活动期间，科华恒盛、美亚柏科、瑞

为信息等 6 家厦门火炬高新区企业在

厦门馆参展，通过“云端”口，呈现一道

园区“高技术、高成长、高附加值”企业

自主创新的亮丽风景。

靶向创新，瞄准创新节点，厦门火

炬高新区推出“接地气”政策，鼓励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等，促进企业增强自主创

新能力；通过梯度培育，形成从小微创

新创业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瞪羚企

业到科技小巨人企业、龙头企业的创新

型企业集群。

正是在创新型企业集群的“滋养”

下，很多企业迎来“春风化雨”般的发

展，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作为国内深耕

石墨烯偏光片的企业，祥福兴在成长之

初也有过“捉襟见肘”的尴尬，研发周期

长，收支落差大，让该公司创始人蔡福

水着急。“当初，我们为找厂房，费了一

番周折。幸亏在厦门火炬高新区的帮

助下，找到了合适地点。”蔡福水说。目

前，祥福兴拥有 8000 余平方米厂房和

一条650毫米宽幅的偏光片产线。

这仅仅是厦门火炬高新区支持园

区高成长性企业的一个横切面。最近，

在厦门火炬高新区举行的创业成长营

专场上，清芯源（厦门）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的“自主可控的 IoT AI 安全边缘计

算芯片及系统”等参加“芯力量·云路

演”系列路演活动。该活动是为解决投

融资对接难而推出的重要活动。针对

企业融资需求，厦门火炬高新区发挥资

本力量，助推企业纵深发展，仅碳化硅

外延晶片研发商瀚天天成，就聚集厦门

火炬创投、高新科创等 8家来自厦门本

土的创投机构。而增强园区企业项目

就近配套能力，更突显出厦门火炬高新

区服务链的灵活性。今年上半年，厦门

火炬高新区协调华泰利机电获得ABB、

施耐德等大企业的订单。

同时，2019年，厦门火炬高新区大

胆探索，出台支持企业建设“域外研发

中心”的政策，鼓励企业在高端人才集

聚、研发能力较强的地区设立域外研发

中心，利用当地创新要素，提升母公司

研发创新能力。瑞为信息就是“域外研

发中心”政策的受益者之一。这家人脸

识别领域领军企业在深圳设立分公司，

聚集一批优秀的技术研发人员，与厦门

母公司联动，共同打造适应市场需求的

产品。

“三高”企业的发展，对园区整体发

展的带动作用不可小觑。近年来，厦门

火炬高新区打出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在

人才引进、平台培育、金融支持等方面

全方位发力，吸引青年前来创新创业；

通过建设新材料等产业公共技术服务

平台，打造完整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孵化器+产业研究院+产业投资基金+
产业园”产业培育链条。良好的创新性

服务链加持下的发展生态圈，厦门火炬

高新区成为一批又一批“三高”企业发

展的“黑土地”。

本报讯（记者 张伟）日前，

2020 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创新大赛

病毒检测技术专场决赛举行“云”上

对决。最终经过激烈角逐，北京新羿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 10 家硬科技企

业，从15家企业中脱颖而出成功登顶

TOP10。
“云”上对决，精彩不断。各家科

技企业的前沿技术争先亮相，吸引政

府、企业、券商、投行等2200余人线上

围观。每个参赛企业路演时间为 15
分钟，前 8分钟进行项目演讲，后 7分

钟现场答辩。

北京新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带

来的基于数字 PCR的精准定量新型

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平台，基于该平台

研发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 核酸

检测试剂盒，可对低载量的新冠病毒

核酸进行精准定量检测。该公司创

始人郭永介绍：“我们春节没有休息，

一直做攻关研发，产品已获得 CE 认

证。”

同时，来自中国疾控中心、中科

院微生物所、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

会、北京市医疗器械检验所、北京市

心肺血管研究所以及垂直行业投资

机构等12位病毒检测领域大咖，担任

大赛评委，在线提问点评。

评审专家表示，病毒检测是防

控疫情的关键一环，希望通过大赛

挖掘和储备一批可应用于快速便携

式现场检测、高通量一体化检测等

能够解决当前疫情防控需求的检测

技术。

据悉，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创新

大赛旨在以更高层次扩大开放，为全

球前沿硬科技企业和团队搭建交流

和切磋的国际化舞台，促进技术创新

和初创企业发展。与往届不同，此次

大赛专门设立科技抗疫专场，聚焦病

毒检测领域，旨在挖掘并支持一批更

加准确、高效、便捷的病毒检测方法

及其关键核心技术，发现和储备一批

新技术、新模式、新方法。

本报讯 近日，苏州举行“独角

兽”企业发展大会，发布 2019 年度苏

州市“独角兽”培育企业名单，昆山高

新区有两家企业入选，分别是苏州能

讯高能半导体有限公司和昆山新蕴

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据了解，苏州能讯高能半导体有

限公司围绕氮化镓芯片设计、晶圆工

艺、器件封装等技术，共申请专利330
多项。目前，该企业拥有全套自主知

识产权的氮化镓电子器件设计、制造

技术，无论是技术力量还是整体规模

上全球领先。

昆山新蕴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8年 1月，以抗肿瘤创新药

物成药为目标，围绕铁蛋白等生物大

分子，开展生物大分子类新药、药物递

释系统及创新制剂研发。目前，该公

司创立新药研发的独特赛道，已布局

多个新药产品研发方向。

“独角兽”企业指成立时间不超过

10年、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未上市

初创企业，被视为新经济发展的一

个重要风向标，同时也是推进苏南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一个重

要抓手。近年来，昆山高新区在创

新驱动上持续发力，通过梳理初创

人才科创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

企业—科创板等上市企业的成长路

线图，制定高成长企业培育方案，给

予企业从初创到成长、壮大的全过

程扶持，推动“独角兽”“瞪羚”企业

实现爆发式增长。 奚娉婷 尹文杰

本报讯 近日，在北京电子城高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级次推进

市场化进程的大背景下，来自集团内

部的 18名管理人员作为首批竞聘人

员完成面试，标志着电子城高科选人

用人机制、考核激励机制市场化改革

拉开序幕。

此次内部竞聘共有 18 人参加总

部职能部门 16个岗位的竞聘。面试

通过“个人陈述、现场问答”两个环节

进行，重点围绕“综合素质、精神面

貌、沟通能力、逻辑思维、对公司的文

化认同和战略了解、业务能力、团队

意识”七个维度进行评估。在竞聘面

试过程中，大家均充分发挥个人专

长、展示自我，并对未来发展提出了

提升目标和落实措施。

下一步，电子城高科将结合公司

整体战略及经营计划目标，在集团市场

化领导小组的指导下，考核工作小组结

合实际情况，针对此次内部竞聘成功的

中层管理人员，通过建立契约化约束考

核机制，与竞聘成功者签订市场化聘任

合同，明确岗位职责、年度契约绩效考

核目标、聘期契约绩效考核目标，将个

人价值与企业发展相关联。

今年，电子城高科从顶层设计、

架构优化、资源整合和人才激励等方

面着手，全面开启科技服务转型发展

的新局面。其中，实施市场化机制是

创新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总部职

能部门内部竞聘工作只是市场化工

作迈出的第一步，未来还将通过市场

化方式规范对各分子公司高管层的

管理和使用，实现全级次管理人员的

选用通过公开竞聘、公开招聘方式产

生，真正形成管理人员职务能上能

下、收入能增能减、员工能进能出的

良好局面，充分激发公司的经营活力

和市场竞争力。 宫铭阳

中关村前沿大赛
病毒检测领域TOP10出炉

昆山高新区两家企业入选苏州市
“独角兽”培育企业名单

电子城高科积极推动
用人机制市场化改革

西安高新区：首批百名体验官深度体验夜经济

厦门火炬高新区：服务有力企业才有活力
▶ 郭伟 李幼君

发力数字经济 重庆高新区底气足

苏州能讯高能半导体有限公司 图片来源：昆山高新区

国家质检基地

隆鑫通用车间，工人在生产操作

鑫源焊装车间一线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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