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盟工作动态

上海金山资本管理集团赴联盟座谈
2018年 3月 1日、15日，上海金山资本管理集团总经理庄保龙一行三人到联盟秘书处座谈交流，

联盟理事长徐斌、秘书长长晓微接待了来访。会上双方就建立联盟专业委员会一事展开讨论，并达

成共识，均表示将积极推动联盟专业委员会成立，更好地为企业提供优质的服务。

嘉付宝（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赴联盟座谈
2018年 3月 13日，嘉付宝（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赴联盟秘书处交流座谈，联盟秘书长长晓

微与嘉付宝公司项目部总经理张晶就如何为盟员提供多方面的服务展开讨论，并达成共识，双方表

示将发挥各自优势开展紧密合作。此次座谈圆满结束。

联盟参加中关村小微企业研发费用支持政策宣讲会
2018年 3月 16日下午，我联盟参加了由中关村产业技术联盟联合会组织的中关村小微企业研发

费用支持政策宣讲会，来自中关村的 10余家联盟、70余家企业，100余人参加了本次宣讲会。

会上，中关村管委会创业服务处董晓鑫从政策背景、支持主体、政策内容、申报流程以及后续

支持五个方面对中关村小微企业研发费用支持政策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答疑环节，与会人员踊

跃发言，就中关村小微企业研发费用支持政策中存在的疑惑向老师进行了提问，现场气氛活跃。

北京金都源泉科技发展有限到访联盟座谈交流
2018年 3月 21日下午，中国信息协会会长肖永旭携北京金都源泉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一行三人到联盟秘书处座谈交流。

首先联盟理事长徐斌就联盟发展方向做了详细的介绍，随后北京金都

源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小果就离子技术对金属产品的原材料

表面前期处理及产品的应用进行讲解，最后双方达成共识，表示今后

将共同开展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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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参加 2018 中关村产业技术联盟系列文化活动之急救培训
2018年 3月 23日上午，联盟参加了 2018中关村产业技术联盟系

列文化活动之急救培训。本次培训由美国心脏协会 AHAHeartsaver 课

程导师、国际野外医学协会WMAI野外急救员、民政部紧急救援促进

中心认定中级应急救援员教官何昕老师为大家进行了院前急救的讲

解。

何昕老师通过视频引入，以互动演

示及实操体验方式，为大家生动形象地

讲解了心肺复苏术、异物阻塞气道处理以及外伤止血等具体操作方法。

提问环节，参会学员踊跃发言，就工作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突发情况

处置方法向老师进行询问。此次培训有效提高了联盟工作人员对于健

康的关注程度，增长了急救知识，提升了联盟在日常工作及生活中助

人助己的能力，为联盟更好的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联盟赴北京市经信委汇报
2018年 3月 29日，联盟领导赴北京市经信委软件处，就联盟开展软博会分论坛工作进行汇报。

秘书长长晓微详细介绍了软博会分论坛工作方案，软件处赵祥伟针对方案提出了建议，并对联盟开

展软博会分论坛工作给予了肯定，表示将大力支持联盟开展分论坛工作。

联盟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座谈
2018年 4月 9日下午，联盟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针对共同开展软博

会分论坛工作进行交流座谈，联盟理事长徐斌、副理事长蒋京鑫、秘书长长

晓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李洁，王月参加了本次会议。会上，大家对软博

会分论坛的背景、目的、意义进行讨论并达成共识，对分论坛议程进行了梳

理，明确了分工。

中储高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赴联盟交流
2018年 4 月 18日， 中储高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韩治双赴

联盟交流座谈，联盟理事长徐斌、秘书长长晓微接待了来访。

韩董对本单位开展的工作及需求进行了介绍，双方就共同推动海

南自由贸易区项目落地工作进行了充分的交流讨论，最终达成共识，

联盟将发挥自身优势与中储公司进行对接，为盟员单位提供交流考察

机会，促进盟员单位发展。

联盟赴北京市经信委汇报
2018年 4月 18日，联盟理事长徐斌、副理事长蒋京鑫、秘书长长晓微一行三人赴市经信委软件

处就软博会分论坛工作进行汇报，软件处赵祥伟，软博会组委会孟垚参加了本次会议。孟垚对联盟

分论谈方案表示肯定，并与联盟商讨论坛细节。我联盟表示将做好本次软博会分论坛工作。

北京唐桓科技有限公司赴联盟座谈
2018年 4月 25日，北京唐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军平与联盟理事长徐斌、秘书长长晓微针对

军民融合工作进行座谈交流，双方表示将共同开展军民融合创新应用服务，并考虑在联盟设立军民

融合创新应用与服务专业委员会开展相关工作。

联盟参加了中关村社团第二联合党委组建工作筹备会
2018年 4月 26日下午，我联盟参加了中关村社团第二联合党委组建工作筹备会。市行业协会商

会综合党委党建工作处副处长邱维伟、干部白津津出席会议。50余名中关村社团组织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由中关村社团第二联合党委组建工作筹备组组长、中关村产业技术联盟联合会理事长梅萌

主持。



会上，中关村社团第二联合党委组建工作筹备组副

组长林志伟同志通报了联合党委组建工作的相关情况；

市行业协会商会综合党委党建工作处副处长邱维伟同

志通报了中关村社团第二联合党委拟任委员人选。拟任

委员梅萌、林志伟、庄艳、方华、韩萍 5位同志同与会

社会组织代表见面，并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及对社会组织

党建工作的认识进行了自我介绍。各位委员一致表示将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综合党委的领导下，努

力把中关村社团第二联合党委工作做实做细，依托党建

工作规范社会组织建设，推动产业健康发展。

最后，市行业协会商会综合党委党建工作处

副处长邱维伟进行总结讲话。他表示，希望大家

充分认识中关村社团第二联合党委组建的重要意

义，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

通过联合党委先锋试点形式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

作。希望中关村社团第二联合党委充分发挥社会

组织优势，创新党建活动形式，激发社会组织活

力，形成“党建带业务，业务促党建”的良性循

环，真正实现党的领导与社会组织依法自治互促

融合发展。

联盟参加 2018 年中关村产业技术联盟联合会政策解读会暨中关村产业技术联盟

联合会会员大会
2018年 4月 26日下午，我联盟参加了“2018年中关村产业技术联盟联合会政策解读会暨中关

村产业技术联盟联合会会员大会”，百余家联盟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联盟联合会副秘书长刘晓

主持。

会上，中关村管委会人才处干部王征、北京中关村海外科技园有限责任公司方天娇、中关村管

委会政采中心主任郅斌伟分别对《2018中关村“高聚工程”创新创业服务领军人才认定》、《中关

村创新能力建设资金（国际创新资源部分）》、《中关村政府采购中心 2018年工作要点及对产业联

盟工作的需求》进行了介绍。

随后，联合会秘书长杜宏群汇报了联盟联合会

2017年工作总结和 2018年工作计划。会议还审议

通过了《增补理事单位及理事名单》等三项议案。

联盟联合会理事长梅萌对秘书处 2017年的工

作成果表示了肯定。他指出，社会组织在国家科技

创新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联合会作为

科技服务的重要主体受到广泛关注。联合会的工作

有两个突出亮点，一是创新工作模式。联合会如同

一个“大算盘”，每一个联盟就像一串“珠子”，

联合会将各联盟“串”在一起，加强联盟间相互合

作，共同推动产业发展；二是党建工作取得可喜成绩，成立了中关村社团第二联合党委组建工作筹

备组，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推动社会组织业务和党建工作融合发展。如今，联合会发展越来越

好，组织建设越来越完善，在凝聚人才、搭建平台、推进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很多成绩，各联盟要

充分利用好联合会的价值，进一步加强开放合作、跨界融合，使联盟效能实现指数级增长，进而在

服务京津冀、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中做出更大贡献。



联盟成员动态

创新引领 中国信通院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圆满收官
4月 22-26日，以“以信息化驱

动现代化，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为

主题的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

建省福州市成功举办。首次参会的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以下简称“中

国信通院”），以“数字中国思想

库 科技创新使能者”为主线贯穿二

十余项参展内容，成功举办两场分

论坛及报告发布活动，吸引了媒体

和行业各界的广泛关注。

4月 2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

部长陈肇雄莅临中国信通院展台参

观指导。由工信部办公厅指导、中

国信通院承担建设的“中国制造

2025”大数据决策支撑体系获评数

字中国建设年度最佳实践成果。峰

会核心成果《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7年）》引用了中国信通院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数据。4月
23日，中国信通院与福州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助力福州数字经济发展。

中国信通院此次参展内

容涉及网络强国、数字经济、

5G、工业互联网、车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网络与信

息安全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同时还推出了互联网监测与

宽带测速平台、全国互联网

基础资源和安全管理管理平

台、可信云云主机监测平台、

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评测平

台、制造强国产业基础大数

据平台、基于 NB-IoT 技术

电子围栏技术（与 OFO 合

作）等新平台新技术，充分

展示了中国信通院在科研、

标准、测试等方面的创新成果。

上述展示内容引起了基础电信运营商和网络设备制造商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吸引了交通、能源、

制造、金融等垂直行业参观者前来交流。先后有西藏自治区政府、福建省发改委、福州市经信委、

天津发改委、珠海辖区政府、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广东联通、北京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等政府

或企业就业务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洽谈。

中国信通院还成功主办了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大数据分论坛”及“新型智慧城市分论坛”

两场重要活动。多位重量级嘉宾参与活动主持、发布或做主旨发言和报告解读。首届大数据分论坛

以“数聚价值，质引未来”为主题，体现了大数据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

肇雄出席论坛并致辞。“新型智慧城市分论坛”以“新型智慧城市——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



为主题，会议同期中国信通院联

合中国电信发布了《新型智慧城市发

展与实践研究报告》，总结了各地在

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的创新实践和有

益经验。中国信通院参展的重磅成

果，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中国信通院院长刘多就大数据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作用接受

了央视二套财经频道记者的采访。

《中国日报》就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机遇和挑战、存在意义等问题专

访了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

所长鲁春丛。中国网，福州众多媒体

对“大数据分论坛”及“新型智慧城

市分论坛”两场重要活动进行了直播

和宣传报道。

中国信通院为期五天的“数字中

国建设峰会”之行圆满收官。未来，中国信通院将着力加强创新，不断提升研究深度，在行业发展

的重大战略、规划、政策、标准和测试认证等方面发挥更有力的支撑作用，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

中国、智慧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行业动态

预知数据中心技术发展趋势，赢得市场先机
未来，数据中心技术将呈现规模化、绿色化，预制式、模块化，云化、服务化，云化、服务化

等趋势发展，掌握数据中心技术发展趋势，才能在激烈的数据中心市场竞争中占据先机。

1. 规模化、绿色化

集约建设与集中管理的建设理念推动数据中心大型化、规模化发展。通过减少数据中心数量、

增加个体规模的方式，解决传统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使用率低、资源需求分散、重复建设严重、工程

建设难于管理等问题。

绿色是数据中心建设发展永恒的主题。全球数据中心的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其高能耗问题已引

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PUE已成为数据中心规划和建设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

2. 预制式、模块化

预制式、模块化建设数据中心是对传统数据中心建设模式的变革。它通过定制设计独立设施，

采取模块化预制方式，在场外预制整个设施，然后以模块化方式运送并于现场组装，实现对数据中

心快速构建。预制式、模块化建设方式能满足对快速建设、灵活部署、按需交付的应用需求，并践

行快速部署、低前期投入、随需扩展、高性能运行的绿色数据中心理念。

3. 云化、服务化

云计算带来了新的计算模式、服务模式和应用模式。云计算数据中心作为云服务和云平台的承

载者，无疑是数据中心建设发展方向。

云计算同时也加速传统数据中心业务云化、服务化，公有云主机作为云计算典型应用之一，凭

借高性能、低成本、易维护、快速部署、灵活扩展等优势，快速成为数据中心新兴租用模式。

4. 功率密集化

在数据中心设计层面，一个重要的趋势是通过提高机柜供电密度，让每台机柜尽可能部署更多

的设备，有效解决占地空间和解决管理难题，实现数据中心更高运行效率。



产业数据
2012-2017 年中国太阳能电池出口数据统计

数据显示：2017 年 1-12 月中国太阳能电池出口数量为 94564 万个，同比增长 22.5%；2017年
1-12月中国太阳能电池出口金额为 11335128千美元，同比增长 0.1%。2017年 1-12月中国太阳能电

池出口情况如下图所示：

热点关注
欢迎各单位踊跃来稿，我联盟将择优刊登在会刊上，稿件内容最好为单位附带图片重大新闻，

企业文化展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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