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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动 向】

 实施三大工程！北京推出支持高企发展“新政”

为深入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支持和服务本

市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形成梯次接续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格局，更好支撑北京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和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经北京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市政府办公

厅日前正式印发《关于实施“三大工程”进一步支持和服务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

（简称《若干措施》）。

2021 年，本市高新技术企业保有量 2.76 万家，在全国各城市中居首位，根据高新技

术企业年报数据显示，总收入 6.5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3.38%；纳税总额 2398.49 亿元，

同比增长 53.31%，对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拉动作用明显。高新技术企业是开展关键核心技

术研发攻关、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主力军，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

《若干措施》分为实施“三大工程”、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健全工作机制三个部

分，共 17 条措施。

（一）实施“三大工程”，根据不同阶段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需求，分阶段提出 8 条

具体措施。

一是实施“筑基扩容”工程，每年培育一批具有科技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企业成为高

新技术企业。支持措施包括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服务体系；引导市场机构加强高新技术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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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孵化培育；深入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报备即批准”试点；推进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精简

流程、材料、时限等。

二是实施“小升规”工程，每年支持一批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壮大。支持措施包括

建立“小升规”重点企业支持服务体系；加大资金和创新支持力度等。

三是实施“规升强”工程，支持形成一批综合实力强、经济贡献大的高新技术企业。支

持措施包括做好对“规升强”企业的跟踪服务；支持“规升强”企业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

等。

（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从技术、资本、人才、市场和空间等方面提出 5 条

具体措施精准支持企业做大做强。一是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支持力度，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加强创新资源的共享共用、支持承接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二是加强对企业的融资服务，

支持金融机构开发专项信贷产品、加强与政府引导基金联动、支持登陆北交所等。三是强化

企业人才服务保障，加强紧缺及关键专业人才引进、畅通企业人才招聘渠道、校企联合培养

急需产业人才等。四是支持企业拓展产品市场，支持企业参与应用场景、给予首台（套）政

策支持、组织开展与国有企业创新产品（服务）对接等。五是做好企业空间及用地服务保障，

建立空间用地需求清单、存量空间及土地信息台账，精准匹配和推送可用空间信息，对符合

条件的企业给予租金补贴支持等。

（三）健全工作机制，包括加强工作组织实施、用好信息技术手段、引入第三方机构开

展评估督导和强化全流程监管 4 条具体措施，确保政策措施落实落细，提升企业的满意度

和获得感。

 IDC：2021 年中国人工智能软件及应用市场规模达 52.8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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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20 日，IDC 发布 2021 年中国人工智能软件及应用市场研究报告，2021

年全年中国人工智能软件及应用市场规模达 52.8 亿美元（约 330.3 亿元人民币），相比 2020

年涨幅为 43.1%。

从计算机视觉市场格局来看，计算机视觉市场 2021H2 相比 2020H2 增长 47.0%，市

场规模达 13.5 亿美元，全年实现 23.4 亿美元的市场规模。市场增长驱动力来源于工业质检、

预测性维护场景，以及疫情防控带来的分散的视觉相关应用场景。从市场格局端，商汤、旷

视、海康威视、创新奇智、云从科技作为 Top5 的厂商，构成了 45.6%的市场份额。在未列

出的其他厂商中，百度智能云、阿里云、华为云、腾讯云也贡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

从语音语义市场格局来看，语音语义市场 2021H2 相比 2020H2 增长 37.0%，市场规

模达 12.3 亿美元，全年实现 21.7 亿美元的市场规模。市场增长驱动力来源于 NLP 技术的

成熟以及相关应用场景的增长，智能语音以及对话式 AI 子市场均已进入缓慢增长期。从市

场格局端，整体格局越来越聚焦在头部厂商中。从年度数据来看，科大讯飞仍然位居第一，

但市场份额有所下降，阿里云、百度智能云市场份额开始上升。在其他厂商中，华为云、京

东云贡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其次是对话式 AI 厂商、智能客服厂商。

从机器学习平台市场格局来看，语音语义市场 2021H2 相比 2020H2 增长 37.0%，市

场规模达 3.2 亿美元，2021 全年实现 5.7 亿美元。市场增长驱动力来源于政企构建 AI 中台，

也来源于厂商端对于产品功能的不断完善以及在降低机器学习开发门槛方面所做的举措。从

市场格局端，第四范式仍保持领先优势；华为云也取得高速增长；九章云极 DataCanvas

凭借其扎实的客户积累及不断创新能力、创新奇智依托其不断扩展的产品组合，市场份额也

在不断上升。此外，该市场仍有越来越多的新进入者开始在这一领域耕耘，但早期进入者的

规模优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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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讯】

 上市公司“海淀板块”再添两位新成员

6 月 22 日，美因基因有限公司（简称“美因基因”，证券代码 6667.HK）正式登陆

港交所挂牌上市，成为海淀区 2022 年以来继三维天地、软通动力、国能日新和中科江南（均

在创业板上市）之后的第五家新增上市公司。截至目前，海淀区域上市公司总数已达 257

家，其中：境内 170 家，境外 87 家。

作为美年健康旗下企业，美因基因是中国最大的消费级基因检测与癌症筛查基因检测平

台，也是目前中国唯一在消费级基因检测行业实现盈利的公司，其专注于提供消费级基因检

测及癌症筛查服务，自成立以来已进行基因检测超 1.2 亿次。美因基因首发新股 1196.18

万股，每股价格 18.00 港元，募集资金 2.15 亿港元（约合 1.84 亿人民币）。

据公开披露信息，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美因基因资产总额共 7.72 亿人民币，2021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48 亿人民币，净利润 0.79 亿人民币。2018 年至 2020 年分别实现

营业收入 2.01 亿人民币、1.37 亿人民币、2.05 亿人民币，分别实现净利润 0.22 亿人民币、

0.30 亿人民币、0.79 亿人民币。

6 月 23 日，海淀企业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登陆创业板（证券简称：华如科

技，证券代码 301302.SZ），上市公司“海淀板块”再添新成员。华如科技是海淀区国有

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投资企业。对区域内优质民营企业开展股权投资，是区属国有企业落实对

驻区企业服务的内容之一。

华如科技本次 IPO 共发行新股 2637 万股，每股价格 52.03 元，募集资金 13.72 亿元，

成为海淀区 2022 年以来继三维天地、软通动力、国能日新、中科江南（均在创业板上市）

和美因基因（港交所）之后的第六家新增上市公司。截至目前，区域上市公司总数已达 258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E1MDcxMA==&mid=2650055661&idx=1&sn=c91ba0ec806bc5b5bf52d5c5ffc44a0b&scen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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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其中：境内 171 家，境外 87 家。为响应疫情防控部署，华如科技举办线上上市仪式，

海淀区委常委、副区长林剑华通过视频致辞向公司表达祝贺。

华如科技于 2011 年 11 月在海淀区注册成立，是当前国内领先的建模仿真解决方案供

应商。公司专注于军用仿真、虚拟现实和数据应用领域，为政府、军队、教育、科研部门，

以及国防工业、交通物流、应急安全、能源化工等行业企业提供优质的仿真产品和技术服务。

公司总部位于北京市中关村软件园，现有员工 1 千余人，下设“华如防务”、“华如数据”、

“鼎成智造”3 个子公司，在全国主要城市设有分支机构。公司坚持自主创新，取得专利及

软件著作权 400 余项，打造了一系列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通用仿真平台和专业仿真系统。

据公开披露信息，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华如科技资产总额共 12.46 亿元，2019

年至 2021 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3.20 亿元、5.26 亿元、6.86 亿元，分别实现净利润 0.71

亿元、0.92 亿元、1.18 亿元。

近年来，海淀区以走在“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最前头、中关村先行先试最前头、

全市高质量发展最前头”的目标要求为指引，牢牢把握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契机，切实做好各

项服务保障驻区企业上市（挂牌）工作并取得优异成绩，区域上市公司数量、挂牌企业数量

均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地级市（区）之首。

下一步，区金融办将不断加强企业上市服务体系建设，围绕（拟）上市企业，深入开展

进园区、进街道“一对多”、进企业“一对一”的走访服务工作，深入市场，整合交易所、

中介机构、行业协会、银行信贷及股权投资机构等多方力量，为驻区企业提供从挖掘、筛选、

培育到上市的全流程综合性服务，不断提升上市公司“海淀板块”含金量。

 用友担任主任委员！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成立专委会

2022 年 6 月 22 日，“数字创新，共见未来”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信息与数字化专业委

员会成立大会在京举行。会上发布《中国上市公司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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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数字化服务平台》和《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等重要成果，并发布“数字化助推

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倡议书。

本届信息与数字化专业委员会共有委员 48 名。其中，主任委员一名，副主任委员 7 名。

今后，专委会将以服务和促进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为宗旨，助力上市公司信

息化与数字化建设，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数字经济已成为各国促进经济复苏、重塑竞争优势和提升治理能力的关键力量。在这

个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信息与数字化专委会的成立可以说是恰逢其时。”中国上市公

司协会党委书记、执行副会长柳磊表示，“未来，专委会将以服务和促进上市公司数字化转

型和数字经济发展为宗旨，通过搭建上市公司与政府、高端智库、媒体、产业之间交流平台，

开展上市公司数字经济领域的课题研究和团体标准建设，打造上市公司数字化服务平台，开

发上市公司之家 APP 等，助力上市公司信息化与数字化建设，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会上，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局、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新华网领导共同宣布中国上市公司

协会信息与数字化专业委员会成立，并为委员代表颁发聘书。专委会主任委员、用友网络副

总裁郭金铜详细介绍了专委会的工作进展。他表示，专委会将整合调动数字化领域上市公司、

信息技术研究机构、科研院所等单位资源，开展数字化领域服务；协助协会完成证监会交办

的网络安全与信息化、科技监管等方面工作，协助协会构建团体标准和数字服务平台；对上

市公司群体中数字化转型、创新的成果开展课题研究，选择优秀的课题成果在上市公司群体

中进行推广，创造上市公司科技创新能力展示的机会。

 东方通全资子公司北京泰策科技与华云工业互联网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

近期，东方通全资子公司北京泰策科技有限公司与华云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重大工程项目的招标，政府社会化治理、智慧应急支撑、智慧消防（含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IxNjk2NQ==&mid=2651866241&idx=1&sn=ab038c816fc252d0a618bfcceb60f5e5&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IxNjk2NQ==&mid=2651866241&idx=1&sn=ab038c816fc252d0a618bfcceb60f5e5&scen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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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防）、工业互联网赋能园区产业云脑建设等方面进行战略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市场空间规模的日益扩大，泰策科技和华云工业互联网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不断提升，双方在市场资源、技术研发、产品创新等方面可以相互支持，此次达成战

略协议，是优势互补、共谋发展、互利共赢的创新之举。

根据协议内容，泰策科技与华云工业互联网将共同成立业界资深专家牵头的技术研发小

组，就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智慧应急、产业云脑、军民融合等领域的解决方案设计、新

产品研发、项目交付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合作。同时，双方将建立智汇应用行业创新中心（华

云工业互联网离岸创新中心），致力打造临沂本土企业驻京离岸的研究创新中心机构，深度

拓展临沂市场，赋能临沂数字经济矩阵发展，深度挖掘行业智汇应用。

 解放数据生产力 | 东软发布 SaCa DataDev 数据开发平台

近日，东软正式发布 SaCa DataDev 数据开发平台，旨在帮助政府和企业提升数据开

发效率，降低大数据平台技术门槛，有效管理、治理并深度挖掘企业内部的海量信息资源，

加速实现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满足客户在数字时代对于数据开发的迫切需求。

作为东软数据中台解决方案的新成员，SaCa DataDev 数据开发平台基于东软多年数据

管理技术实践而推出，是一款分布式、易扩展的一站式数据处理作业开发与调度平台，拥有

资源管理、脚本开发、作业开发、任务编排等功能，能够对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转换、

质量检查、数据计算等多个数据处理过程进行统一调度和运维监控，快速完成基于多种大数

据存储服务和计算引擎的 DAG 工作流创建和编排工作，形成可信、可用、有价值的数据资

产。

该平台采用去中心化、分布式执行引擎架构，能够避免单个执行引擎任务过载，具有高

可靠性的特点。此外，该平台提供可视化的脚本编辑器和作业流程编排画布，数据开发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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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人员在浏览器上通过可视化组件拖拽等方式即可完成相应数据处理流程的工作，极大地降

低底层大数据平台技术门槛，提升作业开发效率。

【投 融 界】

 为保险中介提供 SaaS 和数据服务，「优保联」完成数千万元 A 轮融资

近日，优保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已完成数千万元融资，本轮融资由红塔证券、

阿拉丁科技联合投资。本轮融资资金将用于研发投入和市场推广。

优保联成立于 2016 年，以向保险中介机构提供核心系统、展业工具等 SaaS 服务的方

式切入市场。经过 6 年的探索与实践，优保联在利用科技手段使保险业务在线化、合规结

算佣金、精准客户营销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

在产品上，优保联已推出优速通、磐石、优速付、般若堂、蓝狐 Scrm 等系列产品。“优

速通”能帮助保险中介机构及代理人直连保险公司系统，线上快速出单；“磐石”可对业务

进行线上化合规管理及沉淀；“优速付”可提高中介机构的佣金周转率，把行业 T+1 的发

佣现状提升到随时即刻发佣，提高中介机构到代理多层级的资金使用效率；“般若堂”对人

员进行线上化管理及培训；“蓝狐 Scrm”可帮助代理人高效、精细地经营投保人客户。目

前，优保联业务覆盖保险公司 100+，服务 800+专业保险中介，1500+兼业保险代理机构，

5.5 万+合作机构，60 万+代理人，平台月均保费 40 亿+，平台总保费达 1500 亿元。

在产业链方面，目前优保联已实现了保险业“一端两路”的建设。其中“一端”是指帮

助保险中介响应银保监会的监管要求，为“营销获客、运营管理、产品管理和合规管理”过

程提供相应解决方案。“两路”中的“第一段路”，是“保险公司向保险中介的产品信息化

通路”，这条高速路使保险公司的产品更顺畅地流向保险中介，“第二段路”是保险中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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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人的产品和服务的数字通路，使保险中介推出的产品更精准、服务更敏捷，同时投保人

得到更好地服务。

“一端两路”的建设将原本保险公司、保险中介和投保人三者之间相互割裂、独立运作

的模式，完善成了可协调的工作机制，使产业链的过程管理可视、可控。目前优保联已经完

成与国内各大保险公司的数据接口直连和业务对接。基于和国内部分金融机构的合作，优保

联还为保险中介客户提供基于交易数据的授信管理、资金支持、交易结算等金融助力。

【联 盟 汇】

 长风联盟发布《北京市专精特新企业动态监测报告》

日前，北京长风信息技术产业联盟发布《北京市专精特新企业动态监测报告》，以企业

主体板块内容为例，覆盖区域分布、注册资本、成立时间、产业分布、企业动态等方面。

（一）区域分布

截止到 2022 年 5 月，北京市有专精特新企业 3,366 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 262 家，

占北京市专精特新企业的 7.78%。北京市专精特新企业主要分布在海淀区、朝阳区和大兴

区，分别有 1,323 家、377 家和 304 家，合计占北京市专精特新企业的 59.54%。

（二）注册资本

从注册资本来看，截止到 2022 年 5 月，北京市市级及市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平均注册

资本 7339.06 万元，注册资本在 1000-5000 万元企业分布最多，共 1602 家，占北京市市

级及市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的 47.59%。其次为注册资本在 5000 万元-1 亿元和 1-5 亿元的

企业，分别有 748 家和 532 家，占比为 22.22%和 15.81%。

（三）成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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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立年限来看，截止到 2022 年 5 月，北京市市级及市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平均成立

时间为 13 年，成立时间在 5-8 年的企业最多，有 772 家，占比为 22.94%；其次是注册资

金在 10-15 年和 15 年-20 年的企业，分别有 751 家和 693 家，占比为 22.31%和 20.59%。

（四）产业分布

从产业分布来看，截止到 2022 年 5 月，北京市专精特新企业分布最多的三个产业为科

技服务、电子信息和装备工业，分别有 2593 家、1744 家和 485 家，占北京市专精特新企

业的 77.04%、51.81%和 14.41%。

（五）上市企业金字塔

截止到 2022 年 5 月，北京市有专精特新企业有上市企业 98 家，其中主板上市 21 家，

创业板上市 38 家，科创板上市 31 家，北交所上市 8 家。

 骄阳六月，“长风杯”大赛合投云路演系列火力全开 围观精彩

为推动科技企业创新创业发展，帮助创业者“零距离”对接资本，在北京市科学技术协

会、中关村科学城管理委员会的指导下，北京长风信息技术产业联盟主办的“长风杯”创新

创业大赛再度开启。本届大赛以“科技无界 创新无限”为主题，重点围绕开源软件、人工

智能/大数据、物联网、虚拟现实技术、智能制造等方向展示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成果，引

领前沿科技发展动向，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在这特殊战“疫”时期，“长风杯”大赛进一步发挥资源集聚优势，在骄阳六月联合安

芙兰资本、中科创星、元航资本、方信资本、十方创投共同开启“合投·云路演”系列，助

力机构投后项目横向打通投资与融资、纵向贯通产业与金融之间更高质量、更优水平、更精

细化的对接交流合作，实现人才、技术、资本、市场等创新创业要素整合，搭建起汇聚尖端

优势和科技支持的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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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场合投路演，50+投后项目路演、100+资本机构参与、收获万级流量支持。“长风

杯”大赛项目负责人柴岚译表示：“面对当前环境，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创业孵化服务是长风

联盟义不容辞的责任，搭建项目与资方交流互动的平台，对接投融需求、链接产业资源、拓

展行业市场、助力企业发展是我们联盟的着力方向和发展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