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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家机器人企业在中关村发展壮

大，聚集了上游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 6
家，中游机器人本体制造企业 74家，下

游系统集成企业 222家，形成了核心技

术研发、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装备、核

心工业软件等与企业生产工艺、管理流

程深度结合的机器人产业链，产业集群

优势凸显，开启了与全球机器人产业并

跑甚至部分领域领跑的全新局面。这

是记者日前从中关村了解到的“十三

五”发展成绩单上的内容。

为经济增长添动力

工业物流智能化赛道在2020年疫情

催化下，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极智嘉研发的订单到人拣选方案

产品，通过机器人搬运料箱或播种墙到

达拣选点，辅助操作人员完成订单的接

力拣选，不仅帮助操作人员减少在仓内

不必要的行走、提高操作灵活性，同时

也实现了拣选效率 2-3 倍的提升。“技

术创新和商业落地是保障极智嘉持续

高速发展的两大核心竞争力。”极智嘉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CEO）郑勇说。

机器人如何更好地服务生活一直

是业内探讨的重要话题。在机器人产

业的另一条赛道上，中关村企业猎户星

空（Orion Star）的服务机器人正悄悄改

变着公众的生活。

猎户星空（Orion Star）旗下的智能

语音服务机器人、智能送货服务机器

人、智能劳动服务机器人等明星产品服

务于文旅景区、大型商场、学校、展会、

博物馆、医疗机构、酒店等 20多个行业

场景。截至2020年9月底，全国范围内

使用的猎户星空智能服务机器人超过

15000 台，日均语音交互频次达 780 万

次，总服务人次超2亿。

在智能短交通和服务类机器人领

域具备技术优势的纳恩博智能公司，正

在攻坚配送机器人面临的难点技术，加

速配送机器人投入量产的进程，努力研

发及测试用于智慧出行、无人配送等领

域的机器人产品。

核心零部件自主可控

长期以来，机器人核心零部件被发

达国家的企业垄断，自主研发成为我国

“十三五”期间机器人产业技术创新的

关键环节。

机器人关节使用的高精密 RV 减

速器作为核心关键零部件，约占机器人

整机成本的 40%，此类产品长期被日本

企业占据绝对市场。“十三五”期间，北

京智同精密传动科技公司在这一领域

取得重大突破。

“我们生产的高端减速器，在精度

上与日本企业一样。”北京智同首席科

学家张跃明表示，智通的RV减速器产

品目前已正式进军日本和欧美市场，参

与国际竞争，展示“中国力量”。

与人一样，“眼睛”对移动机器人而

言同样重要。激光雷达则是机器人环

境感知系统中的核心部件，同样被国外

主流激光雷达厂商控制。如何制造出

一双充满“智慧”的机器人“眼睛”，也成

为机器人关键点之一。

中关村企业北醒光子自主研发的

激光雷达产品，性能数据均超过国外同

类企业的激光雷达产品，可实现国产化替

代，摆脱了进口依赖。

梅卡曼德机器人科技公司联合创始

人兼商务副总裁徐婷婷介绍，梅卡曼德经

过潜心研发，推出了全新的高精度3D视觉

定位系统，对常见反光黑色等物体均具有

较好的成像效果，能够替代国外的大部分

产品，且售价仅为同类解决方案的1/3。
“十三五”期间，在机器人上游核心

零部件领域，中关村已经形成了一支生

力军：控制系统有珞石机器人；传感器

有梅卡曼德、北醒光子、坤维、蓝点触控

等；伺服系统有和利时、清能德创等；减

速器有中技克美、北京谐波、智同精密

等一大批企业，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领

地在不断扩大。

产业集群效应凸显

机器人灵巧手作为机器人最基础

也是最核心的部件，价格动辄超过 10
万元，严重掣肘了国内许多机器人企业

向前的步伐。为此，国家设立了“面向

服务和工业领域的实用多指灵巧手研

制”专项，支持低成本实用化灵巧手的

研发和落地应用。

因时机器人作为核心成员参与了

该项目，成为国产商业级灵巧手的开拓

者，并成功研制出国内首款商业级五指

灵巧手，让灵巧手的成本大幅下降，为

国产机器人商业化提供了更多可能。

遨博智能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和

深厚的技术积累，研发的 i5机器人的重

复定位精度为 0.026 毫米，性能对标国

际同类型工业机器人，优于国际同类型

协作机器人。

华航唯实自主研发的 PQArt 工业

机器人离线编程软件，打破了国外产品

在该领域的技术封锁与垄断，使国内用

户使用离线编程软件的成本降到原来

的1/3，被广泛应用于焊接、打磨、切割、

去毛刺、喷涂、折弯、制孔等行业，并在

飞机起落架 3D激光熔覆、机身自动制

孔工序、高铁车厢喷涂、港珠澳大桥海

底隧道钢构件表面处理等国家重大项

目和重大工程得到应用。

“十四五”期间，中关村在机器人领

域，将努力突破谐波减速器、伺服电机

及驱动器、编码器、力传感器、末端工具

等工业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及机器人操

作系统、离线编程软件等技术，同时不

断壮大机器人产业集群，形成具有更强

的创新力、更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引

领产业健康发展，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再添新的动力。

▶ 周鹏云 本报记者 张伟

本报讯 （记者 戈清平 特约通

讯员 刘澜） 近日，湘潭高新区与腾

讯云计算（长沙）有限责任公司、湖南

云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腾讯云启

创新中心（湘潭）合作协议，标志着全

国首个基于小程序产业生态为主的创

新中心正式落地湘潭。

此次与湘潭高新区以及云畅网络

共同签订的腾讯云启创新中心（湘潭）

项目是自腾讯云布局全国，与各地政

府和生态伙伴共建数字化产业集群以

来，在中部地区落地的首个腾讯云启

创新中心，也是全国首个基于小程序

产业生态的创新中心。

据了解，腾讯云启创新中心（湘

潭）项目主要包含 五 个 方 面 的 内

容。包括开放小程序技术开发平

台。该中心将建立本地低代码研

发支撑底座，利用腾讯云、云畅科

技的底层技术能力，以“万应工场

低代码平台”开发工具为基础，为

从业者提供优质高效的小程序低代

码快速开发平台，打造智慧应用解决

方案，提升客户服务能力。

打造小程序应用示范区。该中心

将打造基于“政务微信+企业微信”的

企业服务平台、“企业微信+小程序商

店+直播”的智慧零售平台、“政务微

信+个人微信”的邻里社区平台，以及

基于政务微信的的移动办公平台等各

种小程序产品解决方案，承载客户商

机，向客户提供在线产品的订阅、交

易、部署、维护等一站式运营服务。

落地小程序开发培训中心。该中

心将每年通过认证培训、实习实训、就

业创业等方式培养软件开发企业从业

人员、涉软专业学生，使其具备小程序

开发、交付、运营能力。

打造本地创新融合中心。腾讯云

将输出技术能力，与本地合作伙伴联

合开发小程序等解决方案，支持当地

企业上云用数赋智，提升数字化水

平。培养当地企业核心研发能力，并

将当地企业优质的解决方案推广全国

销售。

打造湘潭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区。

腾讯云将引入生态合作企业，培育本

地龙头企业，输出腾讯培训、技术、商

机、投资、生态等资源，加速当地企业

成长，打造小程序产业生态集群，并与

政府和当地企业共同举办数字经济产

业相关大赛、沙龙、公开课、发布会、论

坛等，为推动湘潭数字经济产业高速

发展造势筑台。

本报讯 近日，嘉兴秀洲高新区

举行重大项目签约集中颁证暨企业服

务直通车之党政主要领导与企业家

“面对面”座谈会，进一步拓展服务企

业渠道、整合服务企业资源、提高服务

企业效率，保障重大项目及早落地实

施，全力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此次活动共集中签约、颁证项目

24 个，涵盖新材料、智能制造、文旅、

新能源等领域。其中，签约产业项目

10个，签约科技人才项目4个，颁发营

业执照10家。在这些项目中，总投资

超百亿元项目1个，世界500强企业投

资项目 1 个，总投资超亿美元项目 2
个，国际行业领先企业项目2个，国家

级高端人才领衔项目2个。这些项目

的落地，将进一步增强秀洲产业集聚

度，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提升

秀洲经济综合竞争力。

签约仪式上，嘉兴秀洲高新区与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浙江

大学能源工程学院、浙江大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学院签订协议。四方将

共同成立浙大嘉兴研究院三大创新

中心，作为浙大嘉兴研究院下设机

构，依托学院科研、人才优势，通过

建立基础研发平台和技术服务平

台，开展基础创新研究，解决产业技

术难题，支持秀洲区企业与中心、研

究院开展产学研合作，助力秀洲区

产业创新发展。

活动期间，嘉兴秀洲高新区主

要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还与签约

项目代表和新领取营业执照的企业

代表进行了“面对面”交流，重点就

项目在审批、建设、投产过程中需要

协调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沟通。

作为嘉兴秀洲高新区服务企业

的一项创新举措，主要领导与企业家

“面对面”活动已坚持开展 4年，成功

举办28期，参会企业234家，解决行业

稳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 433个。值

得一提的是，2020年嘉兴秀洲高新区

外资增资项目达 19 个，合同外资 2.4
亿 美 元 ，占 全 年 合 同 外 资 总 量 的

43%。此次签约项目中又有 3个是增

资扩产项目，增加总投资1.2亿美元。

2021年，嘉兴秀洲高新区将精心

组织开展“十四五”元年大招商活动，

实施高质量发展“比学赶超四季赛”专

项行动，每季召开“比学赶超”现场会，

一季度全力抢时间，确保“开门红”。

此次活动为 2021 年秀洲招商迈出了

坚实的第一步。 付梦婕 胡佳 史意

本报讯 近日从焦作高新区管

委会获悉，截至 2020年 10月底，焦作

高新区实际利用境外资金达 1.4亿美

元，占年度目标的 128.88%，同比增长

32.3%，居焦作市各县（市）区第一位；

实际利用河南省外资金64亿元，占年

度目标的 83.78%，同比增长 2.74%。

截至 2020年 8月底，外贸进出口总额

实 现 20257.3 万 元 ，占 年 度 目 标 的

57%。

2020年，焦作高新区通过“云端”

招商、线上线下集中签约、精准对接

等方式，共签约引进各类企业和项目

102个，总投资 350亿元。其中，10 亿

元以上项目 9 个，亿元以上项目 14
个。截至目前，总投资 30 亿元的创

基智谷一期项目工程已经封顶；总

投资 20 亿元的福通焦作中德产业园

已经开工建设；总投资 100 亿元的焦

作·恒大文旅城项目、总投资 40 亿元

的怀商总部产业园项目正在进行初

步设计；总投资 40 亿元的教育装备

产业集群项目已签约入驻教育装备

企业 11 家。在 2020 年焦作市举办

的各项招商活动中，焦作高新区共

签约项目 23 个，总投资 231.5 亿元，

项目数量和投资额均居焦作市各县

（市）区第一位。

成绩的背后是焦作高新区多措

并举、创新模式的努力。一是依托

“云端”平台开展双向招商，2020 年 3
月 19 日，焦作高新区成功举办了焦

作国家创新型特色园区招商引资项

目签约活动，签约项目 30 个，总投资

达 120.56 亿元。二是依托各类活动

开展精准专题招商。2020 年 10 月

12 日，焦作高新区在深圳举办了焦

作市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教育装备产

业专题招商推介暨项目签约活动，签

约项目 14个，总投资 142亿元。三是

依托平台开展定位招商。焦作高新

区持续推介河南理工大学科技园区、

数字经济产业园、创新创业中心、科

技总部新城、创基智谷产业园等5个科

创综合体，以及富通中德产业园、怀商总

部产业园等园区。四是依托谋划推进精

准招商。焦作高新区围绕“一门户四基

地”建设、“两轴两带三组团”空间发展格

局，强力打造科技创新城、生态宜居

城、文旅康养城，共谋划项目10个，总

投资1180亿元，明确了精准对接方向

和未来发展意向。 卢小乐

湘潭高新区打造全国首个
小程序产业腾讯云启创新中心

嘉兴秀洲高新区
集中签约落户24个项目

焦作高新区：招大引强质量高
“筑巢引凤”模式新

2020 年 12月 29日一大早，青岛迎

来新一轮降温。中以（青岛）国际客厅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尹纳新、国际合作

部部长杨洋早早打开电脑，准备与以色

列大岗公司代表施宁伟视频电话。“我

们结束隔离后，将预订最近一程航班从

上海飞往青岛！”视频那头，传来施宁伟

期待的声音。

此次来青岛考察，只有短短两天时

间。但为了这次会面，大岗公司做了大

量前期准备，办理各种手续，加上在上

海隔离的时间，超过了半个月。在当前

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下，施宁伟仍坚持

专程从以色列飞往中国，背后的驱动力

是什么？故事还得追溯到一个月之前。

为了将青岛的优质农业资源与以

色列的先进农业科技进一步碰撞融合，

2020年 11月 26日，由“客厅”主办的中

以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在线上召开。会

上，包括康大集团在内的 8家中以农业

科技企业进行了路演，活动反响热烈，

不少以色列企业纷纷联系“客厅”，想要

与这些项目合作。大岗公司便是其中

一家。

2020年12月2日，通过“客厅”牵线

搭桥，青岛康大集团与以色列大岗公司

举行第一次线上对接会，了解各自需

要，确定合作意向。随后，大岗公司决

定派代表施宁伟来青岛考察，克服疫情

原因造成的签证和航班困难，也充分考

量了时间成本。12 月 15 日，还在上海

隔离期间，施宁伟主动联系“客厅”，进

行了第二次线上

会议对接，深入

讨 论 了 农 业 用

地、育种、无土栽

培技术、智能化

农机设备以及高

效农业等问题。

近 日 ，青 岛

康大集团总经理

傅钢也正快马加鞭地为双方会面做准

备。“目前，我们已经建设完成展示区，

拿出部分土地按照国际标准规划设计，

为国际合作项目落地做好了准备，期待

尽快打造成为青岛以色列‘国际客厅’

创新实践基地。”傅钢表示。

“我与尹纳新在以色列时就有过多

次交流合作，现在她以青岛为基地，正

在做一些创新尝试。以往，国际客商常

通过总代理形式在中国寻求合作，相较

之下，‘客厅’能更精准地分析市场并做

重点推介，能有效化解双方阻碍，提高

对接效率，使我们更容易被中国市场接

受。”施宁伟说。

本报讯 2020 年，尽管受到了疫

情的严重冲击与影响，东莞松山湖高

新区市场主体数量仍实现逆向回升：

截至 2020 年 12 月 28 日，全年新增各

类 市 场 主 体 2495 户 ，同 比 增 长

20.24% ；实 有 市 场 主 体 11548 户 ，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7.80%。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东莞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松山湖分局严格

按照东莞市委、市政府和东莞松山湖

高新区管委会和东莞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的工作部署，全面加强落实疫情

防控期间市场监管工作。

2020 年农历正月初五，广东斯凯

瑞机器人有限公司前来松山湖市场监

管分局窗口提交资料，申请增加“劳动

防护用品”的经营范围。为助力防疫物

资复产复工，分局特事特办，立即为申

请人审批发照，赢得群众好评。

“2020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我

们遇到了不少困难，但仍凭借种种努

力，帮助企业克服了阻碍。”东莞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松山湖分局工作人员表

示。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松山湖

市场监管分局密切关注疫情防控物资

需求，积极做好审批、监管等各项工作。

2020 年 3 月，在收到东莞晨光印

刷有限公司增加医用口罩经营范围

的审批申请后，松山湖市场监管分局

迅速安排业务骨干跟进，特事特办、

即来即办，第二天就颁发了变更好的

营业执照。同时，该分局还协调市局

相关科室指导该公司办理医疗器械

生产许可审批，使企业最短时间内完

成备案手续，投入医用口罩生产，得

到了企业的高度评价。

2020 年，松山湖市场监管分局全

力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各项举措，推进

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和企业注销“一

网服务”，推行预约办、当场办、容缺

办、延期办、豁免办、“银证通一体机”

自助办等创新服务举措，全力提升办

事便利度和效率。

作为东莞市市场监管系统惟一一

个承担外资审批业务的分局，2020 年

6 月 1 日起，松山湖市场监管分局在承

接原有市局前移“一园六镇”业务基

础上，还承接松山湖功能区“一园九

镇”全部外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业

务，为功能区外资企业提供方便快

捷、一步到位的审批服务。松山湖市

场监管分局自我加压，最大限度缩短

业务办理时限，实现了注册登记事项

办理时限全面优于法定时限。

在松山湖市场监管分局全体工作

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园区市场主体数

量在疫情影响下实现逆向回升。

2021 年，松山湖市场监管分局将

深化“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改革”，实

现企业开办“一窗办理、一表填报、并

联审批、一窗领取”，实现业务数据共

享共用，将企业开办整体时间压缩至

1个工作日内。 刘慧茹

同比增长20.24% 松山湖市场主体数量实现逆势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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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以色列项目的“青岛高新区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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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以色列“国际客厅”工作人员与在上海隔离的施宁伟

进行视频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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