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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召开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工作调度会

让“双招双引”成为高质量发展加速器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方针）4月26
日，开发区召开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工作调度
会，总结前一阶段工作开展情况，分析当前形
势，动员全区上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有为，
提高“双招双引”工作实效，推动开发区高质量
发展。开发区工委书记王少峰主持会议并讲
话，管委会主任梁胜部署招商工作。工委、管
委会、亦庄控股公司有关领导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开发区招商引资工作情况和
招才引智工作情况汇报，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本
部门承担的重点工作进行了补充汇报，与会领
导围绕主题深入交流，提出意见建议。
王少峰指出，高质量招商引资、招才引智
是打造升级版开发区的核心竞争力，全区上下
必须切实增强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工作的紧迫
感，按照用地少、用人少、用能少、用水少、污染

少、高贡献力、高影响力、落实国家战略的“五
少两高一落实”的产业标准切实解决好“招什
么”的问题，用资源招商、环境招商、政策招商、
基金招商、以商招商、以人招商、活动招商、主
动招商、委托招商、合作招商十种招商方式解
决“怎么招”的问题，用联合招商解决“谁来招”
的问题，用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建立有效激励
机制，完善容错机制解决“靠什么招”的问题，

【热点聚焦】

“一带一路”上的亦庄标记
刚刚闭幕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再次将“一
带一路”推成热词，一直以来，开发区不断打造深化改革先行区，
通过支持优势企业“走出去”，实现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占比连
年增长。如今，开发区众多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建
设、技术服务、创新应用方面画上“亦庄符号”。
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 为互联互通筑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加快了四达时代在“一带一路”沿线
非洲国家的广播电视数字网络建设，截至目前，其与非洲近20个
国家签署了广播电视服务战略合作协议或达成合作意向，在30多
个国家开展数字电视运营业务，如今四达时代数字电视信号已经
覆盖全部“一带一路”沿线的非洲国家。
据四达时代统计，其在“一带一路”非洲国家的数字电视用户
数量达到1100多万户，手机用户数量达1400多万户，占非洲总人
口约1/5。数字电视服务的覆盖，提升了非洲国家群众的文化娱
乐质量及层次，也帮助当地政府提升了宣传、教育、引导等执政
能力。
“依托数字电视覆盖网络，我们正推动中非联动发展。”四达
时代集团副总裁郭子琪说，四达时代数字电视网络已经覆盖“一
带一路”沿线非洲国家，并储备了网络化、数字化技术，形成了互
联互通的基础，如今在开发区管委会的支持下，正与区内企业京
东方、酒仙网、惠买在线等数字电视及互联网企业探索新的电商
模式，把中国优质商品推向非洲，将非洲优质商品引进中国。

明确标准，做好选择；要发挥好开发区的独特
优势和政策导向作用，持续创新工作机制，探
索双招新途径；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把“软环
境”打造成“硬实力”，筑巢引凤；要研究创新宣
传工作方式，持续扩大开发区品牌效应，不断
提升北京亦庄的知名度、美誉度；要强化落实
推进机制，做好督查督办，更好推动工作落实。
梁胜要求，要高站位谋划招商引资工作，

王少峰在调研青年创新工作时强调：

让年轻人在亦庄新城收获成长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蒋科平）

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4月28日上午，
开发区工委书记王少峰深入一线，来到
青年们身边，了解开发区青年生活情况
和创新创业等情况。他强调，开发区的青
年要勤于学习、敏于求知、勇于创新，在
推动升级版开发区和亦庄新城建设中展
抱负、建新功。
王少峰首先来到永康公寓社区青年
汇，查看青年汇活动室，了解青年汇特色

活动开展情况。当王少峰看到职工王江
涛利用废旧竹签搭建出的微建筑和手工
艺品时，他向全体社区青年发出邀请“我
希望大家利用业余时间为开发区打造一
个手工版亦庄新城地图”。用青年人的智
慧，展现亦庄新城的独特魅力。
随后，王少峰先后来到北京零壹空
间科技有限公司和开发区人工智能科普
展厅，了解开发区青年创新发展成果、查
看共青团活动阵地，他饶有兴致地体验

服务机器人、智能路网等创新项目，鼓励
青年要树立担当之志、不忘求知之心、不
负时代之责，不断用所学知识报效祖国、
服务人民、奉献社会。
在产业联盟促进会，王少峰听取了
联盟工作情况汇报和产业发展规划设
想。他指出，促进开发区产业向高质量发
展，不仅要鼓励年轻人创新创业，还要为
他们搭建良好平台，抓住主导产业，进行
定位和发展目标的研究，要研究更为透

深耕数字网络化创新 为数字丝路添砖

“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搭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
“要将‘一带一路’连接成为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分享数字
化转型变革红利，为古老的丝绸之路注入新元素”……在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透露了共建数字丝路的一系
列重要信号。
其实，开发区在相关方面也早有尝试，集成电路是数字化、智
能化的基础。区内企业北京中电科借助“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
在2015年组建国际市场团队，为俄罗斯集成电路企业研制了
DS-801D自动分选机。该设备能同时兼容4寸/ 6寸/ 8寸晶圆系
列，兼容2寸/ 4寸料盒的输出，并首次采用双工作台结构，实现了
下料过程不停机，极大提高了设备效率；采用新型视觉系统并升
级了图像软件，扩大了做料芯片尺寸范围（0.5-10mm）。
而在此之前，北京中电科公司就与俄罗斯集成电路企业正式
签订全自动引线键合机销售合同，用打破了国外垄断的国产集成
电路后封装工艺关键设备，打开了国际市场。
元心科技则为中国-马来西亚钦州国家级产业园区打造安
全生产管控预警平台，形成具有示范效应的园区生产综合安全
联动体系。
未来，开发区企业还将在“一带一路”发展上下足功夫，将更
多“亦庄符号”推向“一带一路”周边国家，推动“一带一路”周边国
融媒体中心记者 田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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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的产业政策体系，聚焦发展、补足短
板，让高精尖产业支撑亦庄新城高质量
发展。
王少峰在调研中强调，作为北京市
高端产业功能区，开发区要着力打造具
有国际化的创新平台和交流平台，利用
“双招双引”和产城融合发展优势，制定
合作清单，打造亦庄新城协同创新院，围
绕互联网+模式提供共享服务平台，让年
轻人能在亦庄新城收获成长、实现梦想。

70万株花卉 扮靓开发区
开发区城市管理局日前正式启动“五一”景观提
升工程，万余平方米、近70万株时令花卉扮靓了开发
区的大街小巷，增添了“五一”假期欢乐喜庆的氛围。
在位于荣华路和北环路交叉口的开发区迎宾广场，
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紧张忙碌地摆放刚刚运来的鲜花。
整个景观布置以抽象翅膀的花带为造型， 寓意科技为现
代化社会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而在博大公园南广场，
用上百盆鲜花摆放的硕大的
“
五一”造型已经成形，上千
盆鲜艳的花朵已经摆放完毕。 在荣华路的安全岛内，一
盆盆新鲜的串红、绿化带内雍容华贵的牡丹将整个荣华
路点缀得格外美丽。 在宏达北路与北环东路交汇处，新
栽培的花朵与街边的梧桐花和飞驰而来的地铁交相辉
映，宛如朝气蓬勃的开发区正在科技创新的大道上飞驰
前进。
据了解，今年开发区“五一”花卉栽植的种类，在
往年角堇、四季海棠、美女樱、矮牵牛、孔雀草等主要
品种的基础上，增加了毛地黄、金鱼草、雏菊、天竺葵、
鼠尾草、小丽菊等品种，进一步丰富了绿化品种的种
类，提高了整体花卉色彩的鲜艳程度。
融媒体中心记者 高宇飞/文 方针/摄

技术、产品源源注入 为经济增长助力

由于油气资源匮乏制约经济发展，泰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风
电等新能源项目，然而泰国风资源并不丰富，风电场的产能低下。
区内企业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风电新技术注入泰国，改变了
该国资源现状。
金风科技针对风速较低且风切变较大区域，开发出柔性高塔
架、大叶片风机产品，使轮毂高度达到120米以上，风机发电量得到
大幅提升。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金风科技结合该柔性塔架风机技
术，采用了32台120米柔塔121/2500机组，建成Chaiyaphum风电
项目，助力泰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提高至20%。
与金风科技不同，森特士兴将中国工业园区建设的成功经验
和中国制造的优秀产能输出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承建安哥
拉、泰国、吉布提、埃塞俄比亚等十余个国家项目，项目类别涉及
工业园区钢结构厂房建设和噪音治理声屏障项目，普遍获得当地
业主和政府的好评。
同样是开发区企业的中冶京诚大力发展绿色钢铁技术，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享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果。越南三大钢
铁公司之一的Pomina钢铁公司，在其烧结烟气脱硫项目可行性
研究阶段，应用了中冶京诚密相半干法烟气脱硫工艺，占地面积
小、脱硫剂用量少、利用率高、耗水量低，对不同SO2浓度的烟气及
负荷变化适应能力极强。

明确招商引资主体责任，在执行上不折不扣，在
做法上精益求精，摒弃影响招商引资的思想观
念和行为方式，用高标准、快节奏和严要求扎扎
实实地落实推进招商工作；要精心选择项目、用
心留住项目，将工作具体化、清单化，做到环环
相扣，提升招商实效；要进一步加强统筹，优化
服务，提升效率，强化保障，推动招商引资工作
持续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添活力、强支撑。

“担当新使命 展示新作为”

管委办四方面夯实学以致用效果
“担当新使命 展示新作为”学习实践
活动开展以来，管委办党支部从践行新思
想、牢记新使命、聚焦新目标、关注新需求
四个方面，扎实开展学习实践活动。
践行新思想
在提高政治站位上有新担当

管委办党支部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四次视察北京，五次对北京发表重要讲
话精神，结合工作实际，践行新思想，将学
习当作担当新使命的重要环节，提出“不
管有多忙，学习不耽误”，坚持每周组织1
次集中学习。党员曹振国谈道，
“只有经常
学习，才能常学常新，真正学懂、弄通、悟
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体制调整和扩区
发展的各项任务中来，在提高政治站位上
有新担当”。
牢记新使命
在亦庄新城发展上有新担当

管委办党支部将 《亦庄新城规划
（2017年-2035年）》作为每名党员干部的
必修课，逐字逐句、认真学习225平方公
里扩区调整新要求和“四区一阵地”发展
定位，进一步明确升级版开发区指标体
系，提前着手构建亦庄新城信息化建设体
系，为打造智慧亦庄，真正为建设亦庄产
业、人才、城市大数据库打下坚实基础。
聚焦新目标
在体制机制改革上有新担当

管委办全体党员干部着眼实现新

目标来审视当前工作，提出“五个到位”
发展理念，即认识到位、政策到位、管理
到位、服务到位、发展到位。一切从体制
机制改革发展的实际出发，分析把握面
临的形式机遇，做到认识到位；坚持需
求导向，以提升服务质量和能力为目
标，做到政策到位；坚持抓班子、带队
伍，培养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思考的干部队伍，做到管理到
位；以企业为核心，把企业的需求作为
第一要务，认真分析个性问题和共性问
题，把握问题实质，真正成为“企业管
家”，做到服务到位；科学谋划各项工
作，扎实提高工作效能，为科学决策提
供强有力的支撑。
关注新需求
在谋划升级版开发区上有新担当

管委办党支部积极发动党员干部，紧
紧围绕“升级版开发区怎么干”“、亦庄新
城怎么建”两方面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
见，促进了思想大解放，观念大转变，认识
大提升，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掀起了一场头
脑风暴。
通过大学习大讨论，大家一致表示，
开发区作为北京市唯一的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实体经济主阵地和“三城一区”
中的“一区”，更应该站在服务国家重大
发展战略和全市发展的大局中，共同谋
划好升级版开发区的科学发展、创新发
展、跨越发展之路，努力在亦庄新城建设
发展中做出更大贡献。

学习实践活动

亦庄国投探索党建引领经营新路径
4月25日上午，亦庄国投公司党
委举办“担当新使命 展示新作为”学
习实践活动之学习讨论活动。活动聚
焦“探索党建引领新路径，实现党建
与经营工作深度融合”这一主题，扎
实开展学习讨论。
亦庄国投既是亦庄的产业投资
平台，更是招商引资平台，怎样发
挥党组织优势，抓好两端，一是服
务对象那一端，要善于促进企业党
委发挥作用，做好国投与企业之间
的联通；二是服务者这一端，要加
强学习、加强思考、加强讨论，在学
习思想讨论的过程中形成共识，共
同发力。

大家对学习内容进行了充分研
讨，都是从本职工作角度出发，特别
谈到了如何进行招商的问题。大家一
致认为，对于发展产业来说，招商是
永恒的主题，在工作中一定要善于
以商招商、以资促资、以智引智，特
别是“以资促资”方面，党员干部要
带头提高敏感度，对产业发展前景
好的产业，要强化与企业的交流，强
化自身对产业特征、发展历程的学
习，要以时不我待的精神，自觉扛起
推动开发区发展的政治责任和历史
责任，拿出奋勇争先的精神状态，服
务于亦庄新城建设，为打造升级版开
发区不懈奋斗。

总工会借学习提升服务能力
总工会党支部结合“担当新使
命、展示新作为”学习实践活动，开展
“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专题
学习活动。
支部采取观看劳动模范纪录片
和互动式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学
习。每名党员结合自己本职工作就如
何认识“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
工”和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有针对性的
建议。
党员们一致认为，首先要从思
想上提升认识，将政治站位摆在高
处，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工会工作

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结合实际落
实到工会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特
别要在服务职工方面下功夫。坚持
问题导向，贴近职工，了解企业、职
工的所想所需，使工会工作贴地气、
有实效。同时强化过程服务，深入企
业、主动上门服务，有效提高服务水
平，让企业有更多的获得感和更高
的满意度。通过系列服务让企业职
工体会到工会是真正服务企业、服
务职工的大家庭，工会干部是最贴
心的“娘家人”，真正做到竭诚服务
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