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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型企业数量同比增长18.16%

“高精尖”项目持续扎堆落户北京亦庄
记者6月27日从北京亦庄创新发布获悉，截至2019年5
月底，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共有科技型企业11382户，同比
增长18.16%，增速远超全市同期水平。集创北方、下一代互
联网国家工程中心等高精尖企业代表参加了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月度“迎新”仪式，现场领取了“迎新政策包”。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有关负责人介绍，在每月的北京
亦庄创新发布会中专门设置“迎新”环节，邀请符合开发区
发展定位和发展方向的企业代表参加，“之所以称之为‘迎
新’，除字面的意思迎接新成员外，还希望表达我们在这样
一个崇尚创新、鼓励创新、宣告创新的场合，迎接同样具有
创新潜力、创新精神的企业”。

统计显示，2019年1-5月，开发区新开企业1783户，同
比增长13.52%。5月新注册企业375户，科技型企业占比
51.5%，参加发布会的新入区项目代表涵盖新一代信息技
术、高端汽车和新能源智能汽车、智能制造、商业航天等领
域。仅参加此次发布会的10家企业，投产后年产值就将超
过100亿元。
以集创北方显示驱动芯片设计和先进封测基地项目
为例，该项目将在开发区建设显示驱动芯片设计、封装和
测试研发生产基地，主要产品包括小尺寸显示驱动芯片、
大尺寸显示驱动芯片和触控显示驱动芯片。而这并非集创
北方与开发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田艳

当自动驾驶汽车出来的时候，老司
机万般感慨：心想要是晚出生几年，驾
照都不用考了，这汽车都会自动开了。
然而令老司机想不到的是，自动驾驶
也需要“考驾照”。
记者6月27日从北京亦庄创新发
布上了解到，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的国家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京冀）
示范区亦庄基地已通过专家论证，作
为北京市自动驾驶车辆封闭测试场地
对外开放，占地面积650亩，测试级别
为T1-T5级，集合了京冀地区85%以
上城市交通场景，是当前全市面积最
大、测试级别最高、测试场景最丰富的
自动驾驶测试场，自动驾驶车辆在此
通过测试取得路测牌照后，就可上路
测试了。
一辆汽车在砂石路上行驶，驾驶
员双手却脱离方向盘，此时行进方向
一名“行人”突然奔跑横穿道路，千钧
军）

枭龙科技斩获央企项目大赛二等奖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冯书涛）6月14日，由国资委主办的中国电
科2018中央企业熠星创新创意大赛在北京举行总结颁奖活动。枭龙科技
的《AR智能眼镜》以民营企业的身份获得大赛二等奖。
在历时7个多月的紧张赛程中，枭龙科技的《AR智能眼镜》项目与83
家中央企业同台竞技，历经初选、复选、总决赛等层层比拼，于近3000个
国企项目中脱颖而出，以民营企业的身份获得二等奖，除国企外，全国仅
有两家民企获此殊荣。枭龙科技作为社会企业参赛，与众多央企、国企建
立了深厚联系，场上角逐、场下交流。
据悉，枭龙科技致力于AR核心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为企业和消费
者提供AR产品与解决方案，与中国国航、神华集团、中国兵器、航天科
工等央企以及京东方集团、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等国企达成了深度战略
合作，在工业、安防、军工等多个领域落地应用了多款重量级AR产品。
下一步，枭龙科技将继续提升光学核心技术研发能力，持续开发领先国
际水平的AR终端产品，为更多的央企、国企以及大型企业集团提供AR
技术支持与服务。

量达32亿颗，销售额达12亿元，并凭借在面板电源管理芯
片、TDDI芯片和显示驱动领域较强的技术实力，在“2019
世界半导体大会”上再次入选2018年度风眼创新企业暨IC
独角兽。“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十分
乐意将新的显示驱动芯片设计和先进封测基地项目继续
布局在亦庄。”上述负责人表示。
企业现场领到的“迎新政策包”，除了原汁原味的政策
解读，还有开发区党建引领“企业吹哨、部门报到”的平
—“亦企服务港”的地址、服务范围和党建项目经理联
台——
系方式，以及开发区工委管委会主要业务部门的联系卡，
让企业“办事能找到门，解决问题能找到人”。

开发区建成北京未来驾驶最大“驾校”

双创大赛15个区外项目
将落户汇龙森科技园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田艳军）凭借快速、无创扫描诊断人体组
织的变革性医疗诊断第三代光学相干层析技术项目，在开发区双创大赛
获奖的赛罗尔公司，近日与中孵高科达成协议，将落户汇龙森科技园创
新发展。而中孵高科为了给开发区引聚高精尖产业资源，搭建起从创新
空间到孵化器再到加速器的全产业链孵化平台，在本次双创大赛中收获
颇丰，获奖的35家参赛企业中的15家区外企业，已全部与汇龙森达成入
区协议，将陆续以迁址、注册公司等方式入区。
“已经形成从创新空间到孵化器再到加速器的全产业链孵化平台”，中
孵高科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汇龙森科技园在孵化器方面，已经建设完成生物
医药平台、新材料平台、医疗器械平台、智能制造平台、中医药平台五大创新
服务平台；在加速器方面，构建产业创新加速营体系，瞄准区内生物医药、医
疗器械、新材料、人工智能、互联网、电子信息、科技服务业七大高精尖产业
领域，通过招募各产业龙头企业及产业领域中小型创新企业、创新团队，征
集整合各企业需求后设计不同主题的课题，由龙头企业领军人才担任导师，
创新企业、团队人才为学员，围绕龙头企业创新主线进行授课，在交流研讨
中促进创意充分碰撞；还设立了产业创新项目基金，支持创新发展。创新项
目、初创企业、中小型创新企业都能在这个全产业链孵化平台中找到对应的
服务平台，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得到基础商务支持、实验平台、专家技术、资
金、市场推广、产业链对接等服务。
随着孵化平台的持续完善，中孵高科在开发区运营的60万平方米产
业园区中已经聚集了800多家企业，入驻率达90%以上。为了加速高精尖
产业创新资源的引聚，今年中孵高科加大加速营体系建设力度，已经吸
引15家龙头企业入营，加速营七大产业领域中均有龙头企业加入，同时
借助双创大赛平台引聚创新企业、项目，与龙头企业深入对接、合作的机
会，吸引大赛获奖项目纷纷入园，本届大会引入项目远远超过往届引入
项目数量。“项目入园也是有门槛的”，中孵高科相关负责人说，科技水平
高、与园区产业契合度高的企业或项目才会引入，也正是这样的精挑细
选，汇龙森科技园产业生态不断升级，科技创新成果加速涌现，整个园区
的科技投入比达到10%以上。
入园的是初创企业，培育出园的成熟企业则在开发区产业化，支撑
全区产业发展。据中孵高科相关负责人介绍，汇龙森科技园已经培育出
多家生物医药、医疗器械领域创新力强的企业，在区内独立建设产业园
区进行产业化，为开发区产业发展带来新动力。迈吉克科技公司、力泰克
科技公司等一批企业，两年前以创新项目进入汇龙森科技园，如今已经
成长为中小型企业，未来一批接一批企业将走出园区在开发区内产业
化，为区域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作为全球领先的显示控制芯片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内地面板行业产品线最完善的IC设计公司，集创北方2016
年就入驻了开发区。“我们的第一大客户是京东方，它的总
部就在亦庄；中芯国际是我们的关键供应商，在这里也有
布局。”集创北方有关负责人表示，“亦庄有很好的产业协
同效应，不论是我们的供应商还是客户，在这里都有完整
的上、中、下游产业链条，这是我们选择入驻亦庄的重要原
因之一。”
不仅如此，集创北方入驻前后也得到了开发区在资
金、土地和人才政策等多方面的支持，解决了后顾之忧，让
企业轻装上阵，更加专注于技术创新，2018年芯片出货数

一发之际车辆急刹车，距“行人”不远
处停下……
走进亦庄自动驾驶车辆封闭测试
基地，就看到这样“惊心动魄”的一幕，
对于内部工作人员来说，已经司空见
惯，跟随北京智能车联产业创新中心
市场总监肖锐脚步来到测试现场发
现，横穿道路的行人竟是遥控测试道
具，原来这是为了模拟突发横穿道路
等真实路况场景，测试自动驾驶车辆
紧急处置能力而准备的。
在亦庄基地道具库中，模拟小轿
车、摩托车、非机动车、行人等多种试
验道具相继走上道路，测试自动驾驶
车辆在面对障碍物、静止车辆、低速车
辆、公交车辆等数十种不同场景下的
避让能力。
早在2016年，工信部就与北京、
河北签订《基于宽带移动互联网的智
能汽车与智慧交通示范应用》框架协
议，建立国家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京

冀）示范区，并成立北京智能车联产业
创新中心作为示范区具体工作的管理
运行单位，推动自动驾驶产业在京冀
地区的落地和发展。
“高速路、砂石路、雨雾路给自动
驾驶车辆毫米波、雷达、视觉等传感
器及伺服系统带来更多干扰，也是
车辆上路行驶必过关口。”小马智行
科技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说，小马
智行自动驾驶车辆此前取得了T3级
路测资质，北京亦庄基地开放后便
进驻开发区，在测试场“考取”T4级
路测资质。
据肖锐介绍，测试车辆在基地完
成测试之后，基地会出具相应的技术
能力测评报告，评定出测试车辆的自
动驾驶级别，随后还需要在场地内完
成5000公里以上的测试，进一步巩固
车辆系统的稳定性，才能最终申请相
应级别的自动驾驶车辆路测牌照。
取得“驾驶证”的自动驾驶车辆在

哪儿上路呢？根据《北京市自动驾驶车
辆测试路段道路要求（试行）》，北京市
以路况复杂程度为标准划分为
R1-R5等5个级别的道路，在封闭测
试场取得不同级别路测牌照的自动驾
驶车辆可以在对应级别道路范围测
试，北京市还配备监控平台，以远程实
时监控的技术手段保证自动驾驶车辆
在开放道路安全行驶。
当前，北京市开放测试道路达
123公里，其中开发区开放74.4公里，
占全市60%，为取得“驾驶证”的自动
驾驶车辆提供社会道路测试服务。开
发区正在推动全域322公里自动驾驶
车辆测试道路，海淀区也在规划建设
100公里测试道路，测试道路的加速
开放，意味着实现自动驾驶车辆大众
应用步伐加快，未来全市乃至整个京
冀地区城市道路全面开放后，自动驾
驶汽车将向成为大众出行的重要交通
工具迈出扎实一步。

液体引擎 宇航推进打造“中国推动力”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天

火箭发动机被誉为火箭“心脏”。6
月27日，记者从北京亦庄创新发布上
了解到，北京宇航推进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的“沧龙”系列液体火箭发动机设
计工作已经完成，预计年底前进行全
系统试车。
“试车成功后，‘沧龙’系列
发动机将通过不同组合实现从十吨到
几百吨级推力全覆盖，可以满足商业
航天10-20年的市场需求。”宇航推进
董事长王明哲说。
“‘沧龙’系列液体火箭发动机具
备无极变推力能力，可多次启动。发动
机配备智能控制器，具有健康监测与
故障诊断系统，能有效提高发射成功
率。”王明哲告诉记者，正如人离不开
心脏供血一样，
“沧龙”就相当于一颗
智能“火箭心脏”，将根据不同的商业
需求为火箭提供可变推动力，符合商
业航天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发展
趋势与需求。
宇）

系列火箭发动机以液氧和液甲烷为推
进剂，安全性高于液氧液氢，且航天可
用的燃料级液态甲烷的制备难度较
低，可实现高性能、高可靠、低成本、易
操作、可重复使用。与此同时，宇航推
进瞄准小推力空间发动机市场，开展
“天隼”系列姿轨控动力系统的研发，
包括单组元、双组元等不同推进剂类
型，能够满足空间飞行器轨道转移、姿
态控制等需求。目前已经接到多家火
箭公司和卫星公司的研制意向书，获
得千万级订单。
宇航推进成立以来，已获得10余
项发明专利和多项软件著作权。“ 未
来，宇航推进将积极打造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中国推动力’。”王明哲说。
随着民营航天企业的发展，开发区聚
集了我国知名的10余家火箭企业，在
作为开发区培育的本土化公司， 型装备的发展。“沧龙”系列液体火箭 民营航天领域取得多项成果，陆续发
宇航推进致力于打造全品种商业航天 发动机和“天隼”系列姿轨控动力系统 射了多枚火箭并尝试入轨，已实现卫
火箭发动机，支持商业火箭、卫星及新 是宇航推进的两大首发产品。“沧龙” 星在轨运行。

量拓科技用0.1纳米挑战“国际精度”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方针）

记者6月27日从北京亦庄创新发布上
了解到，北京量拓科技有限公司自主
研发的椭偏仪实现检测精度0.1纳
米，相当于1根头发丝直径的60万分
之一，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这一创新技术不仅在半导体芯片、集
成电路、光伏太阳能电池、平板显示、
光学镀膜等高端制造领域中得到应
用，而且还用于新型纳米材料等领域
的研究中。
放上芯片、对焦、调整……走进位
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量拓科技应
用中心，正赶上技术经理朱宗洋在对
客户送检的生物蛋白芯片薄膜进行检
测。生物蛋白芯片薄膜的厚度以纳米
计量，关键指标要求极高。
因为送检的是生物蛋白芯片，比
较脆弱，在接受任务前，客户反复叮嘱
朱宗洋要细致一些，尽量避免检测时
破坏送检的生物样品。
“让椭偏仪发出

的光照射到芯片的纳米薄膜上，通过
光的偏振态发生变化来获取数据信
息，这是一种无损的检测方法，不会对
样品产生任何的损伤。”朱宗洋告诉记
者，送检样品膜层厚度是5纳米，而椭
偏仪测量水平实现了原子量级，测量
速度达到0.6秒。朱宗洋笑着说，整个
过程既快又准。
量拓科技进入市场之初，正值我
国光伏产业大发展时期，在晶体硅太
阳能电池生产过程中，纳米减反膜的
膜厚和折射率是必检项目，因为这些
参数决定着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换效
率。由于用于绒面纳米薄膜检测的椭
偏仪技术难度大，当时仅有德国一家
公司能提供椭偏仪产品，量拓科技迎
难而上，开发出能满足需求的椭偏仪。
公司采取与德国公司完全不同的技术
路线，成功推出国内首台光伏专用椭
偏仪EM01，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
并以其高精度、高稳定性、高可靠性和

简洁的人机交互赢得了客户的信赖，
量拓科技的椭偏仪也已成为太阳能电
池领域的标准检测产品。
椭偏仪是过程质量控制仪器，不
仅可以用在芯片领域，还广泛应用于
平板显示、触摸屏、液晶显示、曲面屏
电视中的柔性纳米薄膜测量等，以及
化学、生物、光学、能源等领域的产品
中。在纳米薄膜工业产品的生产过程
中和产品终检中，均需要检测薄膜的
表征数据是否达到要求，以确保产品
质量。
椭偏仪就是通过在生产过程中检
测纳米薄膜的膜厚和一些光学性质，
来判定产品质量是否合格，所以，生产
过程中每一道检测“关口”都会设置相
应的阈值范围，进行镀膜后检测，然后
反馈到工艺上，最终确保产品质量的
一致性。
“椭偏仪最拿手的就是测量纳米
级薄膜的厚度、折射率、消光系数等参

数，椭偏仪为非接触测量，快速、无损、
无需真空、精度高、可测单层膜或多层
膜。”量拓科技创始人孟永宏说，这种
非接触的方法非常有优势，比如光经
过任何物质，只要发生反射、透射、折
射、散射，偏振态都会发生变化，目前
还有些单位将椭偏仪用于PM2.5的研
究，而随着我国产业升级和制造业水
平的提高，椭偏仪的应用也越来越广。
记者了解到，量拓科技不仅是中
国唯一的专业椭偏仪器厂商，而且是
国际高端椭偏仪器的主要厂商之一。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量拓科技形成了
系列纳米薄膜检测仪器（椭偏仪和膜
厚仪为主）、系列偏振器件检测仪器、
系列偏振光波检测仪器等三大核心产
品族，并拥有对外样品测试服务。此
外，公司还拥有从偏振光源、偏振控
制、偏振器件到偏振解决方案的产品
体系。产品和服务已应用于企业、科
研、高等教育等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