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厂生产管理过程、机械加工过程、包装储

运过程全面实现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在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北京经开区），小米智

能工厂、亦庄水务智能水厂等多个工厂被打造成

这样的智能工厂，生产厂房全过程自动化无需人

员，即使关灯也可运行，被行业内形象地称为“黑

灯工厂”。事实上，北京经开区不仅是标杆智能

制造工厂的集中产生地，还是中国智能制造标准

的诞生地。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介

绍，“十三五”期间，我国发布 285 项智能制造国

家标准，涵盖企业生产制造全流程，我国进入全

球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先进行列。在已发布

的 285项智能制造国家标准中，位于北京经开区

的北京赛西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赛

西实验室）依托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主

导制定 47项标准、参与制定 49项标准，成为智能

制造国家标准制定的主力军。

对标国际，构建智能制
造国家标准体系

智能制造是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

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具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

策、自执行、自适应等功能的新型生产方式。中

国推进智能制造建设之初，不同企业研发应用的

智能化信息化管理系统标准不统一，相互之间难

以融合打通。对于应用企业来说，难以将不同的

信息化智能化管理系统融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协

调生产线上人、机、料、法、环等要素智能化升级

存在瓶颈。

针对行业共性难题，国家主管部门出手解

决。2014 年工信部装备司牵头，多个部委及事

业单位配合，提出了“智能制造、标准先行”的

思路，针对智能制造领域标准缺失、重复的问

题，对标国际破解难题。赛西实验室成为制定

智能制造国家标准的重要载体，并支撑工信

部、国家标准委等组建了国家智能制造标准化

协调推进组、总体组、专家咨询组三组协调的

组织机构。赛西实验室调研德、美、日、法等制

造强国智能制造现状，支撑构建我国智能制造

国家标准体系，开展了一系列智能制造标准化

相关工作。

“智能制造国家标准的制定，需要在高端制

造企业聚集区域进行，便于就近了解需求、验证

标准，提高标准制定的效率。全国高端制造看北

京，北京高端制造企业聚集在北京经开区，赛西

实验室将智能制造国家标准研制和验证工作的

重要环节放在了北京经开区。”赛西实验室相关

负责人韦莎说，在北京经开区，赛西实验室工作

面积达 38000 平方米、仪器设备 7800 余台套，业

务领域涵盖从硬件到软件、从元器件到整机、从

单机到信息系统的 11个专业技术领域。而赛西

实验室的地理位置，与北京奔驰、京东方、和利时

等高端制造企业接近，为智能制造国家标准制定

提供了便利。

依托国标，企业智能制
造升级进程加快

国家标准的制定与发布，不仅解决了行业难

题，还助推企业加快实现智能制造升级。例如，通

过《智能制造 大规模个性化定制 通用要求》系列

标准，企业不再靠电话、问卷方式采集用户信息，

而是在平台上抓取信息进行用户画像；在开发新

产品时，不再从零到一，而是基于现有产品模块化

的基础，围绕精准需求只需通过变形设计，完成总

体工作量的 20%—30%，就能设计出新款产品；同

时在开发过程中注重设计与制造的一致性和协调

性，设计出的产品保证能制造出来，使制造生命周

期与物流打通，推进产品快速下线销售。

韦莎介绍，赛西实验室基于《智能制造能力

成熟度模型》和《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方法》

等国家标准，建设形成了“智能制造评估评价公

共服务平台”，累计 12000 余家企业通过该平台

完成了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自诊断、自对标。国

家标准的实施降低了企业转型升级的技术门槛，

减少了企业的时间和成本投入。

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北京经开区诞生的智

能制造国家标准，让区内企业先受益。除了小米

智能工厂、亦庄水务智能水厂等依托国家标准建

成的“黑灯工厂”，索德电气也在标准支撑下，将

各个智能管理系统联通起来，使客户企业通过一

个终端显示屏，掌握其研发、运营、财务、生产、物

流等全流程动态。

数据显示，北京经开区整体智能制造水平较

高，70%的企业处于三级集成级水平，从数字化

网络阶段向智能化阶段迈进。部分企业已经达

到了四级优化级的水平，在这个级别，企业内生

系统、管理系统及其他支撑系统已完成全面集

成，实现了工厂级的数字建模。下一步，北京经

开区将继续推进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工作，不断完

善政策环境，聚焦主导产业关键技术领域，推动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动化生产线、数字化车

间、智能工厂建设，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形成一

批“智能+”样板，引领带动全市乃至全国智能制

造产业发展。

为何三分之一智能制造国家标准出自这个园区

工厂项目”也入选优秀融合创新发展案例。

据了解，江苏省仅有 10 家企业同时获得三

项荣誉，而泽达兴邦则是其中唯一一家医药信息

化企业。

泽达兴邦创始人、首席科学家刘雪松表示，

作为中药智能制造与现代化融合发展的“先行

者”，公司将利用信息化技术推动药企从制造迈

向智造。

在刘雪松的带领下，泽达兴邦还先后荣获中

国科协“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中华中医药学

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并于 2020 年 10 月中标

“中药国家大科学装置预研中心项目”，中标金额

达 1.15亿元。

推进科技创新，人才是关键。高层次创新创

业人才是孵化创新型企业的重要源头之一。《计

划》进一步明确，高新区力争未来三年内新增科

技领军人才 1000 名以上，努力推动领军人才创

办的企业（人才企业）成长为高企，力争到 2023

年，人才企业入选高企的比例提高到 60%左右；

力争 3 年内新增科技载体面积超 200 万平方米，

引进（新设）创新型企业 3000家；力争 3年内通过

院所新引进或孵化科技型企业 350家，新增高企

35家。

借助人才科技新政，苏州高新区把劲使在了

引进“中字头”“国字号”重大科创载体上。目前

已集聚大院大所超 100家，这些院所已成为人才

的聚宝盆、创新型企业的苗圃。

截至目前，该区已累计集聚各类人才 26 万

人。其中，高层次人才 3.6万人，拥有各级各类领

军人才近 1700 人次，各级领军人才指标均位居

全市前列。全区人才企业年产值超 300亿元。

目前，苏州高新区正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

医疗器械和生物医药等全区主导、先导产业，

实施“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苏州高新区

科创局副局长陈婷表示：“首先需要加强创新企

业源头引育。而招商、人才引进、建设‘双创’载

体以及强化院所策源功能则是创新型企业‘量质

同升’的关键所在。”

◎本报记者 华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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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经开区整体智能制

造水平较高，70%的企业处于

三级集成级水平，从数字化网

络阶段向智能化阶段迈进。

部分企业已经达到了四级优

化级的水平，在这个级别，企

业内生系统、管理系统及其他

支撑系统已完成全面集成，实

现了工厂级的数字建模。

4 月 2 日，科技日报记者从苏州高新区了解

到，位于苏州高新区的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喜讯频传：继 2月入围中国网络安全防火

墙市场“顶级供应商”后，3月又被江苏省委网信办

评为“2021年度江苏省网络安全技术支撑机构”。

这家互联网新秀成立仅十多年，但得益于自

主创新和政府培育，该公司已成长为国内网络安

全的技术创新领导者，18000 多家用户依靠他们

的网络安全方案，抵御网络黑客的攻击。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生力军。3 月初，苏州高新区出台了《苏州高新

区创新型企业培育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以下简称《计划》）。

苏州高新区科创局局长李伟表示，未来三

年，苏州高新区将从加强创新企业源头引育，强

化企业梯次培育，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以及构建企

业服务体系等多角度出发，致力打造一批创新型

领军企业，构建“科技型中小企业/民营科技企

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以下简称高企）培育入

库企业—高企—瞪羚/高成长企业”四级创新型

企业培育梯队。

春意渐浓，在苏州高新区富春江路西侧的江

苏医疗器械科技产业园加速器一侧，一座占地面

积 33.4 亩，建筑面积达 47000 多平方米的工程项

目正在加紧施工中。

“这是我们的新大楼，目前已经建设到地上

一层，建成投产后三年内预计实现产值超 10 亿

元，将实现公司的又一次跨越性发展。”虎丘影像

（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虎丘影像）总经理助

理周劲松介绍说。

依靠照相和印刷技术“起家”的虎丘影像，在

近 40年的成长过程中历经多次技术革新，现在，

医用胶片打印机和环保型热敏影像耗材产品已

成为公司的拳头产品。

“这样的创新型企业能够将人才、资本、技术等

创新要素加以集聚整合，充分发挥示范效应和倍增

效应，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孵化和培

育这类企业也是推动地区发展的‘关键指标’。”

苏州高新区科创局高新处处长马春黎表示。

数据显示，2020 年，苏州高新区全年共认定

高企 380家，较上年增长 22.2%；净增高企 280家，

较上年增长 58.19%；有效高企数 972 家，较上年

增长 40.46%。

为了让企业从创新中尝到政策甜头，苏州高

新区持续落实企业研发加计扣除、高企税收减免

等优惠政策。2020 年，该区享受研发加计抵扣

政策企业 1197 家，共计减免企业所得税 12.58 亿

元，其中，高企减免所得税 8.64亿元。

此外，2020 年，该区还向 451 家企业兑现区

级高企培育奖补资金 2350万元；共推动 721家企

业认定为“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兑现区级奖补

资金近 1500万元。

在全力推进高企培育工作的同时，苏州高新区

统筹推进其他科技型企业培育工作，三类后备库企

业均在2020年取得较好成绩。其中，国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评价入库1542家，较上年增长167.24%；

省级民营科技企业当年备案 721家，较上年增长

91.76%，获批数位列全市第一，累计达 2643家；省

市高企培育当年入库384家，累计达882家。

近千高企迸发高新活力

在近日举行的江苏省“腾云驾数”转型升级

对接活动中，苏州泽达兴邦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泽达兴邦）被评为 2020年“腾云驾数”

转型升级计划优秀企业，其自主研发的“中药全

产业链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入选优秀产品，与江

苏康缘药业合作的“中药固体制剂智能制造示范

创新“才能”攒足发展后劲

刺耳的噪声、疾驰的速度……近年来，一些

改装车时常在夜深人静时非法飙车、炸街，但传

统执法手段对于这种违法行为防不胜防。

3月 3日，苏州高新区交警宣布，苏州市首批

“炸街车抓拍”系统上线启用。依托这种“炸街车

抓拍”电子警察，就可以听声辨位、实时取证。

研发这种电子警察的就是该区高成长性企业

苏州清听声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听声

学）。公司研发中心副总经理毛峻伟介绍，声音阵

列单元是设备的关键技术，通过几十个微型麦克

风阵列，就可以计算“炸街车”声源到阵列的角度

和距离，实现毫秒间对目标声源的跟踪与定位。

“自落户以来，这里的优质营商环境和精准

政策扶持，使我们能在绿水青山间埋头科研，相

继推出了多款拳头产品并实现了广泛应用。”清

听声学总经理栗振说道。

目前，苏州高新区已通过科技服务中心、企

业服务中心，建立起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

系。一家企业从落户、人才引进等咨询对接，到

登记注册、项目建设以及后续发展的投资融资、

人才培训、创业辅导、技术创新、市场信息等，都

可获得全方位的保姆式服务。

经过长期的精耕细作的培育，苏州高新区已

涌现出瞪羚企业、高成长培育企业“集群”。2020

年，该区共有 15家潜在高成长企业，29家瞪羚企

业分别入选苏南自创区潜在高成长、瞪羚企业名

单，其中，潜在高成长企业入选数位列江苏省高

新区第二。

《计划》明确，在资金支持方面，苏州高新区对

首次入选区级高成长培育企业和高成长企业的分

别给予最高 100万元、500万元的奖励；对当年新

认定的区级瞪羚培育企业和瞪羚企业分别给予最

高 10万元、20万元的奖励。同时，苏州高新区将

在3年内新增创投机构300家，新增支持创新型企

业发展基金100支，让企业创新不差钱。

作为科技部科技型企业创新积分制首批试

点，苏州高新区还正在积极打造科技创新积分评

价体制，将出台苏州高新区《企业创新积分实施

方案》，构建赋分体系，以求对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精准画像，精准支持。

精准施策高成长企业

2020年，苏州高新区全年

共认定高企380家，较上年增长

22.2%；净增高企 280家，较上

年增长 58.19%；有效高企数

972家，较上年增长40.46%。

972 家

凭四级梯队凭四级梯队、、全程培育全程培育
苏州高新区成创新型企业集聚高地苏州高新区成创新型企业集聚高地

◎本报记者 张 晔 通讯员 施 为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陈曦）3 月 31 日，中新天津生态城管委会（以下简

称生态城）、中国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子）、天津滨海

旅游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旅控股）签署合作协议，三方将充

分发挥各自优势，重点打造中国电子（天津生态城）智慧科技产业园（以下

简称智慧科技产业园）项目，围绕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数字城市、医疗大

健康等产业，为区域发展引育新动能。

中国电子总经理李文涛介绍，中国电子（天津生态城）智慧科技产业

园选址生态城北部区域，总占地面积 2000亩，总投资约 140亿元。重点导

入和培育基础研究、技术转化、产品研发、技术应用、商业创新、专业运营

等方面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建设创新产业制高点和高端人才聚集区。

签约仪式当天，智慧科技产业园与中国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等多

家意向入驻企业签订了《意向入驻协议》，迈出智慧科技产业园建设发展

实质步伐。

根据规划，智慧科技产业园将重点围绕产业服务体系、智慧化开发和

园区配套功能，打好创新“三张牌”。

在智慧科技产业园产业服务体系创新方面，将打造产业发展、产融合

作、共享服务三个服务平台。产业发展服务平台将推动上下游企业深度

交流合作，形成产业生态，实现产业链延伸和价值链提升；产融合作服务

平台将加强与金融机构合作，引导社会资本向智慧科技产业园的产业聚

集，构建企业发展及解决融资需求的产融服务体系；综合共享服务平台是

集商务、政务、办公会议共享等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通过培育共

享技术、共享仓储、信息共享等产业服务要素，能降低智慧科技产业园企

业运营成本，提升产业发展效率。

智慧化园区开发方面，在传统的智慧管理基础上，智慧科技产业园将

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产业发展、企业沟通、人才交流

等提供技术支撑，形成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织的网络，加强智慧

科技产业园内外部交流，进一步激发产业创新发展。

在园区配套功能创新方面，将打造“共享+智慧”的新型基础设施配

套。智慧科技产业园将聚焦“共享理念”，集中建设如共享仓库、企业孵化

器等非生产性配套设施，降低企业初始投资，同时在传统基础设施的基础

上加入智慧场景应用，如园区配套道路、智慧物流应用等基础设施，以智

慧化提高生产效能。

滨旅控股董事长张昆表示，中国电子是国内经营、运营、开发、建设产

业园区最具综合实力的央企之一，与中国电子合作可依托他们上下游产

业链，并结合生态城自身智能制造相关的产业链，同时完善智慧化管理，

打造一个具有良好产业生态的特色园区。

总投资140亿元

天津打造智慧科技产业园

科技日报讯 （记者郝晓明）4 月 6 日，科技日报记者从大连高新区获

悉，为切实解决企业发展中的痛点、难度、堵点问题，打造良好的营商环

境，大连高新区近日出台了《大连高新区建立完善项目管家制度实施方

案》，全区 104 名干部将成为项目管家，为纳入台账中的项目或企业提供

“1+1+N”式包保服务，形成涵盖企业创立、建设、运营等各环节在内的全

生命周期服务体系。

“项目管家”工作制度以“1名项目管家+1名企业（项目）联系人+N个

行政职能部门联系人”的“1+1+N”模式，协同行政职能部门联系人，帮助

企业办理从工商注册到开工建设的各项审批手续，协调解决企业在生产

经营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使项目管家成为政府和企业之间有效沟

通的桥梁和纽带。

据悉，104名项目管家主要围绕大连高新区重大项目、重点企业开展

工作。目前，纳入大连高新区工作台账的重大项目、重点企业共计 888

家，它们将成为项目管家的主要服务对象，由项目管家为其提供“应包尽

包、应保尽保”服务。

为改变以往单一上门服务模式，大连高新区利用大数据系统，在网上

搭建了“项目管家企业服务平台”，以提供“不找人、不见面”“有事必应、无

事不扰”的新型服务体系。

据介绍，该平台以企业诉求为导向，实现在线实时互动、流程动态监

督、内容实时调度、质量“背对背”评价、效果在线统计分析，以解决项目管

家工作中的服务好坏定性难、工作调度即时难、日常监督跟进难、服务效

果评估难、项目管家推动难等问题，确保“项目管家”制度真正有效运行。

大连高新区服务模式推新

104名干部成项目管家

中国电子（天津生态城）智慧科技产业园效果图 受访者供图

苏州高新区内的企业实验室苏州高新区内的企业实验室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