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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滨海高新区海洋科技园的

中环股份DW（钻石线切割）智慧化工厂，

一台台智能化的生产设备泛着金属光

芒。在这些生产设备之间，原料与钻石线

飞速接触、分离，令薄纸般的硅片走下了

生产线。从今年5月份设备首次启动到

实现规模化生产，中环股份的 DW 智慧

化工厂仅用了50多天的时间。在如此惊

人的速度背后，是创新引领的产业升级。

通过技术创新与智能工厂打造，工厂的劳

动生产率提升300%以上，规划产能提高2

倍以上。

创新产品拉动产业升级

30微米是多厚？是头发丝一半的厚

度，也是 DW 智慧化工厂生产的薄硅片

产品G12升级后减少的厚度。从过去的

180微米到如今的150微米，中环技术团

队秉持创新精神，不断升级优化现有生产

工艺，最终在薄片化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目前，市场上的单晶硅片平均厚度

在170-180微米，研发生产薄硅片有利于

降低度电成本。”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张雪囡告诉记者，在智

能化、智慧化系统的加持下，DW智慧化

工厂生产效率得到显著提升，使得产能从

10GW直接跃升至23GW。

据介绍，“夸父系列太阳能硅片-

G12”是中环股份于2019年8月发布的基

于12英寸（300mm）拉晶技术生产的首款

210mm尺寸超大太阳能单晶硅片。通过

叠加高效电池和组件技术，组件功率突破

600W，引领行业技术创新发展。目前，以

G12 技术平台为基础，已有 39 家光伏企

业共同组建了600W+光伏开发创新生态

联盟，产业链上下协同，共同推动光伏产

业迈入全新时代。

“加码”布局高新区

记者了解到，中环股份已有 60 余年

的发展历史，是我市老牌明星企业。公司

自落户高新区以来取得飞速发展。2007

年，中环股份成为天津市首家中小板上市

企业，当时营收不足 10 亿元；10 年后的

2017 年营收达 96 亿元；2018 年为 137 亿

元；2019年更是实现了169亿元的营收，

资产规模达491亿元。

近期，中环股份在高新区再次“加码”，

在渤龙湖区域布局核心产业——高效叠瓦

组件智慧工厂项目。该项目将于今年年内

开建，预计2021年上半年建成投产。未来，

高效叠瓦组件智慧工厂项目将集成G12

大尺寸硅片技术、高效叠瓦组件技术与智

能制造优势，实现从加法到乘法的性能提

升、光伏发电度电成本的继续降低。

中环股份相关负责人表示，中环股份

后续将坚持智能制造变革，依托智能工厂

设计与智慧化工厂运营管理经验，实现数

字工厂、智慧物流、智能分析，将劳动生产

率提升3倍以上。

中环股份董事长沈浩平表示，中环股

份将以DW智慧工厂量产和叠瓦组件智

慧工厂落户为契机，继续深耕天津，推动

核心产业在天津高质量发展。

中环股份驶入发展“高速路”
DW智慧化工厂仅用50多天即实现规模化生产

■ 时报记者 牛婧文 报道 胡义和 摄影

■ 从今年5月份设备首次启动到实现规
模化生产，中环股份的DW智慧化工厂仅用
了50多天的时间。通过技术创新与智能工厂
打造，工厂劳动生产率提升300%以上，规划
产能提高2倍以上

■ 近期，中环股份在高新区再次加码，在渤龙湖片
区布局核心产业——高效叠瓦组件智慧工厂项目。该项
目将于今年年内开建，预计2021年上半年建成投产，依
托智能工厂设计与智慧化工厂运营管理经验，实现数字
工厂、智慧物流、智能分析，将劳动生产率提升3倍以上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7 月 17 日，

由 北 京 联 东 投 资 集 团 投 资 的 联 东 U

谷·滨海科技企业港项目落户滨海高

新区。

该项目位于滨海高新区渤龙湖科

技园，作为联东集团首次进军滨海新区

的项目，将围绕高新区产业定位，聚焦

智能制造和生物医药主导产业，后期将

逐步吸纳储备一批高质量成长项目，打

造产业集聚、共建共生的完整产业生态

链条，建设成为集研发、生产和服务于

一体的新型产业链集聚区、高新区智能

制造和生物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区、北京

高端人才集聚区，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

示范项目，为北京高新技企业入驻天津

滨海高新区发展“筑巢引凤”，助力高新

区当好新动能引育的主力军。

据了解，北京联东投资集团是目前

国内规模最大、入驻企业最多的产业园

区运营商之一，目前已进入国内45座主

要城市，运营产业园区230个，服务企业

超过 13000 家。企业连续 9 年位居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产业园区

品牌价值排行榜”第一名。

联东U谷·滨海科技企业港项目落户滨海高新区
作为联东集团首次进军滨海新区项目，将聚焦智能制造和生物医药主导产业

（上接第一版）为加快实现“滨

海通办”“滨海统办”，区政务服务办

统一各级政务服务形象标识、名称

口号和服务标准，形成区级、开发

区、街镇、社区四级政务服务系统，

进一步提高新区政务服务工作知名

度和公众认同感，打造独具特色的滨

海政务名片。理清各部门便民服务

事项清单和办理标准，推进高频便民

服务下沉街镇、社区受理。同时，依

托滨海新区政务服务帮办平台和街

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社区便民服务

站，推进群众办事线上“一网受理”、线

下“综合一窗”，实现“最多跑一次”。

推动事项下沉和全区通办依托

的是滨海新区政务帮办平台，目前，

该系统已实现和天津政务一网通平

台及天津网上办事大厅的互联互

通，企业可在线预约、查询、办理全

部行政许可事项，有效解决了专网

系统无法延伸至社区的难题，百姓

网上办事、社区窗口接件、街镇事项

预审均可在平台上完成，打破群众

在办事过程中遇到的户籍地或居住

地限制。通过系统信息推送，让群

众在全区任何一个社区均能就近申

请办理事项，实现行政审批和便民

服务事项“一次办、就近办、网上办、

滨海通办”。

记者了解到，区政务服务办始

终大力推广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

就近办，疫情防控期间全面推行“网

上办、不见面、保安全、办成事”审批

模式。2月3日以来，滨海新区各级

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各类政务服务事

项721554件，包括工程建设项目类

审批1968件、企业设立16162件、其

他 事 项 703424 件 。 其 中 网 上 办

609891 件、现场办 111663 件，网办

率 84.5%，累计送达 EMS 审批结果

24168件，特事特办事项152件。

企业零跑动 就近办成事

（上接第一版）今后，凡是公共信用

评价“优”及以上的或公共信用评

价“优”以下、“良”及以上的，在满

足其他规定条件的情况下，行政相

对人仅提交一张申请表、一张承诺

书就可以获批相关行政许可。发

证后，审批机关将办理结果推送至

监管机关，并于 50 个工作日内对

行政相对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

进行核查，如发现问题则责令整

改，不合格者将依法撤销行政许可

决定，做到“你不兑现，我就撤销”，

让“守信者一路绿灯、失信者处处

受限”。

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暂行

规定》的出台将切实提高审批效率，

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

全面激发市场活力，进一步推动高

新区高质量发展。

智能化手段提升服务效率
如今在高新区，智能技术已成

为提升服务效率、优化服务质量的

“利器”。今年6月22日，高新区在

全国率先启用的技术合同认定智能

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这个将人工智

能技术引入技术合同认定工作的平

台启动后，将技术合同认定工作由

顺序服务变为并发服务，预计每年

可为我市企业节约成本超2亿元。

该平台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

了营业执照信息的智能识别与提

取、四技合同分类智能判断、合同创

新性智能评估、合同审查报告智能

生成、技术收入核定表智能计算、线

上电子签章等功能。申请企业只需

线上申报，平台就会自动分析其申

报的合同是否符合认定条件，并给

出审查结果。过去，一份技术合同

认定工作的时长是半天，如今借助

智能化手段，1 分钟之内便可完成

认定。对于申请服务的企业来说，

新的模式将原有的线下合同认定工

作转移到了线上，认定方式由人工

方式变为智能认定，极大地简化了

办事流程。

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以更大的力度、更优的措施让

企业和居民享受更便捷的服务，为

企业和居民创造更好的工作生活

环境。同时，还将着力以观念创新

引领产业创新、科技创新、环境创

新，不断加强产业聚焦，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

（上接第一版）委员们认为，天

津市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不动摇。经过各部门各单位持

续推动实施，绿色生态屏障已雏形

初现，生态美景已初见成效，环境质

量得到明显改善。

韩远达强调，推进双城中间绿

色生态屏障建设是市委、市政府作

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加快新区绿

色发展的重要机遇和有力保障。区

政协参加单位和各界委员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

贯彻落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决策部

署，充分发挥委员优势作用，围绕绿

色生态屏障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

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

广泛凝聚共识，让绿色发展理念更

加深入人心，让生态文明成果惠及

更多群众，为新区更好融入京津冀

协同发展重大战略，加快实现更高

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广泛凝聚共识 助力绿色发展

（上接第一版）康希诺多款疫苗获批进入临床

研究；丹娜生物3项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获得

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书；喜诺生物新冠病毒抗

体检测试剂盒获得欧盟市场准入资格；瑞普生

物实验室启动生物安全二级认证，基因工程兽

用疫苗生产车间改造完成。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国产软硬件的发

展脚步正在加快。以飞腾CPU+麒麟操作系

统的“PK”体系为例，目前，飞腾2500已完成流

片测试，飞腾 2000 四核芯片产量达 41 万颗。

麒麟软件公司也在上半年发布新版操作系

统，完成银河麒麟V10与飞腾、鲲鹏、兆芯、海

光CPU的互认测试。同时，新区还不断提供

智能应用场景，持续优化华为天津鲲鹏生态

系统。

为加快推进新能源新材料领域创新发展，

新区科技局推动智能网联车产业技术不断集

聚。同时，力神电池、中电科十八所、巴莫科技

等单位也在积极开展高镍正极材料、硫化物固

体电解质、高比能准固态锂—硫电池等新能源

汽车专项技术攻关，极大地带动了地区产业创

新实力的整体增长。

梯度培育体系建设加速推进
据新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0 年

上半年，新区加快推进“雏鹰—瞪羚—领军”企

业梯度培育体系建设，系统推进培育和认定工

作。将高企、雏鹰、瞪羚、国科小企业等指标纳

入各开发区和各街镇“三考合一”考核指标体

系，形成了市科技局、新区、各开发区和各街镇

三级联动机制。

据了解，上半年，新区科技局已深入梳理

6万家新注册企业和6000家持有效专利企业，

建立了科技型企业重新认定培育台账和新认

定培育台账。为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新区

科技局还推动1417家企业申报研发投入后补

助项目。充分发挥科技金融对接服务平台作

用，推动“小升规”“规升巨”“巨股改”；组织各

类对接培训活动40余场，帮助企业对接投融

资6000余万元；举办知识产权质押对接活动，

帮助企业对接融资租赁业务，探索科技企业融

资租赁新模式。

目前，新区科技企业天津锐新昌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泽达易盛（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已分别登陆创业板和科创板，康希诺公司

科创板上市申请也已通过审核。同时，新区

还储备了飞旋科技、丹娜生物、飞腾等一批上

市后备企业，为全年新区科技工作高质量完成

夯实基础。

（上接第一版）做好外商投资大文

章，推动金融、人才、数据等各类要

素有序自由流动。要充分发挥自贸

区开放平台作用，高标准搭建自贸

审批平台、综合信息服务平台、要素

交易平台和电商平台，延伸拓展产

业链，打造良好产业生态。要坚定

不移推进创新，加快推进制度创新、

政策创新、监管创新、集成创新、审

批创新，做到全链条创新、全要素创

新。要不断完善推动自贸区发展的

体制机制，加强领导，突出重点，协

同发展，建立规范统一的运行体系，

努力形成发展合力。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贾堤参加。

精心谋划好“十四五”规划 全力打造全国一流自贸区

上半年新区新增国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近2000家

高新区：减流程加服务 惠企便民更给力

■ 围绕高新区产业定位，聚焦智能制造和生物医药主导产业，后期
将逐步吸纳储备一批高质量成长项目，打造产业集聚、共建共生的完整
产业生态链条

■ 建设成为集研发、生产和服务于一体的新型产业链集聚区、高新
区智能制造和生物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区、北京高端人才集聚区

DWDW智慧化工厂实现规模化生产智慧化工厂实现规模化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