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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专精特新”企业凝思软件西南总部落地蓉城

成都强链固链
又添关键一子

探访

北京凝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总部落子成都锦江区白鹭湾科技生态园，图为正在建设中的白鹭湾科技生态园 图据锦江融媒

北京“专精特新”企业落子蓉城
助力成都打造基础软件核心竞争力
为何选择成都？
人才资源和营商环境，是北
京凝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四川凝思软件有限公司负
责人彭志航给出的两个关键词。
“对于软件产业而言，人才
是核心竞争力。成都高校资源
丰富，培养了包含研发、生产、
运维等全链条、多层次、多结构
本 土 人 才 ，便 于 企 业‘ 就 地 取
材’。同时，整体来看，与北京等
一线城市相比，成都的人力成
本 也 更 具 性 价 比 。”彭 志 航 表
示，凝思软件在成都设立西南
总 部 后 ，目 前 已 拥 有 研 发 、工
程、销售团队120余人，
“ 大部分
人才都来自成都本土”
。
一个城市的营商环境，也是
影响企业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当地政府的办事效率、政
策优惠等是我们考虑的重要因
素。
”他表示，
除了为新办企业提
供工商、税务一站式服务，让企
业落地更快更顺利，成都还提供
了场地支持及税收减免等优惠
政策，
“ 让企业发展有底气也有
动力”
。
“更为重要的是，成都有广
大市场、机会，让基础软件有更
多用武之地。
”他提及，在成都新
设西南总部之前，凝思软件主要

聚焦工业互联网领域。成都设立
总部后，在成都本土创投机构
——成都科创投集团赋能下，
在
原有市场基础之外，
凝思软件实
现向金融、电信、轨道交通等方
面横向拓展，未来有望在西南地
区实现全行业拓展。
城市给了企业发展沃土，
企
业也将反哺城市发展。
“我们对成都寄予厚望。未
来，凝思软件将立足成都深耕西
南，与城市共成长。”彭志航表
示，从产业来看，作为软件和信
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基础软件
使能数字经济，
管理和驱动数字
基础设施发挥更大价值。
“ 基础
软件上连操作系统，
下接业务平
台，在软件产业链中起到承上启
下的关键作用。
围绕打造一个操
作系统，到建立一个业务平台，
再到实现国产化生态，未来，凝
思软件将推动本地产业强链固
链，助力成都打造基础软件核心
竞争力。
”
下一步，凝思软件将立足安
全可控，进一步加强国内外软硬
件适配与兼容工作，
拓展成都有
关产业、
国内行业上游合作伙伴，
拓宽下游应用场景，
以凝思服务
器操作系统为纽带，
建设我国关
键基础设施行业信息生态圈。

从“单一要素投入”到“全方位资源配置”
“一企一策”加强专项服务
成都提出“建圈强链”至今
已半年有余，随着链长制、链主
企业、产业图谱等关键词相继出
现，成都的建圈强链也更加具有
针对性，更加聚焦细分产业。
“链主企业是产业建圈强
链的主引擎，引优育强链主企
业，需要围绕链主企业实际需
求，
‘ 一 企 一 策 ’加 强 专 项 服
务。”成都科创投集团是凝思软
件落子成都的重要推手，成都
科创投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刘新常表示，
“ 对于部分链主
企业来说，他们不缺资金，更需
要 市 场 赋 能 。”以 凝 思 软 件 为
例，从国内情况来看，我国基础
软件“卡脖子”局面仍然严峻，
服 务 器 操 作 系 统 领 域 ，微 软 、
Red hat（美国公司）等也占据
了绝大部分市场份额。为破解
成都高端软件产业发展“难点”
“痛点”，今年3月，成都科创投
集 团 在 B+ 轮 融 资 中 与 联 通 资
本一起投资了凝思软件。
刘新常坦言，吸引凝思软
件在成都设立西南总部的主要
因 素并不在于投资，而是市场

赋能——
依托成都科创投集团在川
在蓉资源，凝思软件与成都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四川分行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助力其在金
融领域率先落地；同时，与大数
据公司、新津数字化公司开展
了业务对接。此举，一方面帮助
凝思软件实现业务横向拓展，
从电力行业拓展到金融、信息
等行业；更重要的是，协助成都
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实现自主
可控，保证了成都市数字底座
安全可靠。
“凝思软件项目招引的过
程，也能体现出在
‘建圈强链’
工
作中，在资本赋能方面，成都正
从传统的‘单一要素投入’向
‘全
方位资源配置’
转变。
”刘新常表
示，除了提供资金支持外，成都
科创投集团还积极协助其对接
市场资源，为企业拓展金融、信
息等领域市场，
与企业建立了良
好的合作关系，
这是推动企业落
地成都的重要因素之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祥萍 实习生 刘炜炼

升级产业链

推进政校企合作的产学研项目落地
龙潭工业机器人产业功能区

强链固链，成都高端软件产业链又添关键一子。
近日，北京凝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凝
思软件”
）在成都锦江区白鹭湾科技生态园正式落地
西南总部，将建研发中心、销售中心、工程中心和数据
中心，构建北京、成都“双中心”布局。
凝思软件成立于2016年，为国内先进的安全操
作系统厂商、北京市“专精特新”企业，致力于提供电
力、金融、通信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操作系统软件。
目前，成都明确了包含高端软件在内的20条产
业链。作为高端软件行业龙头，凝思软件“落子”成都，
将给成都带来什么？

一台六轴工业机器人正在做测
试，
巨大的机械臂灵活地上下翻飞
……随着各区纷纷发布实施分级分
区差异化防控管理措施，
成都全市生
产生活秩序也逐渐恢复正常。
8月3

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成华
区龙潭工业机器人产业功能区了解
到，
功能区内99家工业企业，
3日74家
复工复产、
4日21家复工复产，
剩下的
企业将根据自身情况陆续复工复产。

全力护航复工复产
保障原材料购进、产品输出、物流运输
8月3日，
在龙潭工业机器人产业
功能区的卡诺普机器人公司生产车
间内，
一排排机器人整齐有序地并列
着。一台六轴工业机器人正在做测
试，
巨大的机械臂灵活地上下翻飞。
卡诺普机器人公司只是功能区
众多复工复产企业中的一家。
“管委
会于8月2日晚开始，对功能区内企
业进行梳理，
根据企业实际情况，
制
定了分批复工复产方案。”
龙潭工业
机器人产业功能区管委会副主任刘
军表示，
对于复工复产的企业，
在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还
要严格落实恢复生产经营安全要
求。
“管委会协助各企业对所有设施

设备开展安全检查，
检查电力、燃气
等方面，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保障安
全生产。
”
同时，管委会将进一步加强企
业服务，
护航企业复工复产。
积极协
调相关部门，
在原材料购进、产品输
出、物流运输等方面做好服务工作。
“为保障生产安全，
我们要管住
人，
也要管住物。
”刘军告诉记者，
功
能区将延续行之有效的物流隔离措
施，
物流区域与生产区域严格划分，
两区域人员互不交叉，
进入园区的产
品执行严格的消毒措施。
“接下来，
功
能区还将进一步规范快递、
物流的管
控，
提高园区生产的安全性。
”

升级产业链
形成“链主聚链属、主链拓辅链”态势
据了解，
在成华区全面加强社会
面管控期间，
成华区共有51家企业通
过闭环模式进行生产，
其中在龙潭工
业机器人产业功能区，
就有卡诺普机
器人、
光明乳业、
西航食品、
中油洁能
等47家工业企业通过闭环模式开展
生产。
“成华区51家采取闭环模式生
产的企业工业产值占去年同期的
85%，
工业增加值占去年同期的95%。
工业生产稳住了基本盘，
并没有受到
疫情过多影响。
”
刘军说。
接下来，龙潭工业机器人产业
功能区将创新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
经济发展模式，
强化产业链，
大力推
动工业生产发展。
首先，
不断升级产业链。
刘军介
绍说，龙潭工业机器人产业功能区
将引链主“补前端”，引链属“强中
端”
，筑生态“延后端”
。
“精准对接汇
川技术、达闼科技、高仙机器人等链
主企业，力争全球机器人‘四大家
族’落地两家；深度探访创新奇智、
麦格米特、大族机器人等产业链关
键配套企业，
提升产业就地配套率，
引领产业链不断升级；
同时，
还将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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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资本招商、平台招商、人才招商等
手段，紧密对接产业基金、平台机
构、高等院校，
大力推进政校企合作
的产学研项目落地，塑造产业赛道
竞争新优势。
”
此外，
还将以链主企业需求为导
向，
精准匹配要素资源，
力争围绕人
工智能、数字通信、工业互联网产业
链上下游培育关键环节配套企业10
家以上，
形成
“链主聚链属、
主链拓辅
链”
的良好态势。
同时，
支持链主龙头
企业开展垂直整合，
培育一批聚焦主
业、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高科技
企业，
在智能终端、工业机器人关键
零部件研发设计等细分领域开展新
技术、
新方法、
新产品研发。
刘军表示，
为推进配套完善，
龙
潭工业机器人产业功能区将以航天
路为轴线，
依托数字钢联、国莎等载
体资源，
引进时尚品牌餐饮、会展活
动等服务业态，加快推动法国美居
酒店等高端酒店公寓入驻进程，打
造集购物娱乐、商务洽谈等为一体
的1800米特色街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卡诺普机器人公司生产车间

整治不规范骑行
整治不规范
骑行
成都交警会同多部门
约谈快递和即时配送行业
不佩戴头盔、
闯红灯、
侵走
局、市应急局、市市场监管局、
机动车道、
逆行……这些违法和
市商务局、市邮政管理局，
结合
不文明骑行行为要遭了！
8月4日
工作职责对规范快递和即时配
下午，
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送行业安全管理提出要求：
针对电动自行车突出违法联合
一、高度重视安全生产的重
市道安办，
会同市市场监管局、 要性，
增强行业安全发展的共识，
市商务局、市应急局、市邮政管
坚持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把安
理局，
以及成都高新区、
锦江区、 全生产放在企业发展的首要位
青羊区、
金牛区、
武侯区、
成华区
置来考虑，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对全市快递
二、清醒认识当前行业违
和即时配送行业开展“文明交
法、事故高发的危害性，
增强安
通 安全出行”
警示约谈。
全生产的紧迫感，强化企业内
约谈会上，市交管局秩序
部的管理，采取有效的安全教
处、
事故处分别对全市快递和即
育和管理措施，有效降低事故
时配送企业员工交通违法情况
发生率和交通违法率；
和交通事故情况进行通报。
2022
三、履行企业安全管理主
年以来，
快递和即时配送行业从
体责任，
深度分析企业安全生产
业人员占路面非机动车违法总
问题，
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隐患，
数50%以上，
其中美团、
饿了么、 让企业在安全基础上健康发展；
闪送、
顺丰、
达达、
盒马六家企业
四、各行业主管部门要认
违法数量占行业违法总数的
真履行主管职责和安全生产的
90%，
主要违法和不文明行为有
监管职责，
协同开展综合治理，
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
无
消除行业乱象和安全隐患，推
牌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冲红
动行业安全形势的好转。
灯、
侵走机动车道、
逆行等，
其中
下一步，成都交警将积极
不佩戴头盔和无牌上路最为突
履行路面管理主责，在日常执
出，
在致死致伤事故中，
很多驾
法过程中持续对快递和即时配
乘人员因未佩戴头盔导致事故
送从业人员突出交通违法行为
伤害程度加重。
进行整治，
并督促相关企业积极
同时，
快递和即时配送企业
落实主体责任，
持续规范电动自
负责人就优化企业内部安全管
行车通行秩序，
有效防范清除安
理经验作交流发言，
对积极开展
全风险隐患，
提升从业人员守法
“车上牌 人戴盔 安全文明出
意识、
安全意识、
文明意识，
营造
行”
行动表态发言。
相关企业负
安全、
文明的交通环境。
责人表示将全力开展行业车辆
成都交警也提醒各位外卖、
上牌、从业人员戴盔活动，
常态
快递小哥，
城市便捷的生活离不
化开展从业人员日常交通安全
开你们的努力，
但安全是每一次
教育，
定期开展安全培训，
优化
到达的前提，
请遵守交通法规不
设置安全配送时限，
引导骑手严
闯灯、不逆行、各行其道，做到
格遵守交通法规，
落实企业安全 “车上牌，
人戴盔”
守法安全文明
生产主体责任。
出行。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市道安办、市公安局交管
者 张肇婷 实习生 赵云帆

@成都残疾人大学毕业生：

网络招聘会500个职位等你来
还有直播带岗哦！
8月5日，
以
“就业优先、
平等
共享，
有爱无碍、
创享美好”
为主
题的2022年成都市残疾人大学
毕业生网络招聘会正式启动。
本次活动创新采用
“网络招
聘会+VR就业创业成果展+线
上直播带岗”
模式，
方便残疾人
大学毕业生根据自己的需求多
渠道参与。截至8月5日，已有70
余家企业提供近500个工作职
位，
招聘会将持续15天。

企业均入场招聘。
招聘会还开发了数据标注
员、
视频剪辑、
新媒体运营、
摄影
设计等新就业形态岗位，
满足残
疾人大学生多样性的就业需求。

求职
“零距离”
线上直播带岗
企业与求职者实时对接

网络招聘会依托
“易企心”
残疾人就业平台开展，
用人单位
和求职残疾人可在线上进行报
名、
提供岗位信息、
投递简历等。
截至8月5日，
已收集到IT互
联网、机电工程、汽车制造、酒
店/餐饮、企业/商业服务、信息
技术等10多个行业70余家企业
提供的近500个工作职位。
据了解，成都市机关事业
单位及国有企业发挥带头作
用，提供50余个适残职位，帮助
成都市残疾人大学毕业生实现
更高质量就业。廖记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圆通速递、四川锦江
宾馆有限责任公司、四川京东
物流西南分公司（京东物流）、
四川白象食品有限公司、成都
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秦皇假日酒店、黑龙滩环
球融创天堂洲际酒店、成都星
巴克咖啡有限公司等在蓉知名

本次招聘会特别安排了4
场职业指导和直播带岗线上直
播。
5日上午的
“残疾人大学生就
业指导”
线上培训，
邀请到四川
省职业指导专家团成员、
川渝高
校就业创业指导“双百”
导师曾
志刚老师主讲，
帮助残疾人大学
生理清职业价值观、
梳理职业能
力、规划职业生涯、明确职业目
标，
尽快实现就业。
成都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
也来到直播间，针对成都市残
疾人大学生可享受的福利政策
进行详细讲解，并向用人单位
宣传安置残疾人就业各项优惠
政策，
提高用人单位积极性。
下午进行的第一场直播带
岗，
邀请到贵州通源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等5家单位代表线上直
播，
提供了财务结算、
云客服、
新
媒体策划、GS游戏客服等10余
个优质岗位，
全方位介绍用人单
位岗位要求、
薪酬福利等情况。
接下来，
在8月12日、
19日下
午，
平台将继续以直播带岗形式
为有就业需求的残疾人大学毕
业生带来更加丰富的岗位信息。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紧接01版 美国试图“以台制
华”、挑起“新冷战”的险恶用
心昭然若揭。
老挝人革党中央对外联络
部发表声明表示，老方坚定支
持中国党和政府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始终奉行一个中
国政策，
反对任何制造
“两个中
国”
或
“一中一台”
的行径。
印度全印前进同盟发表
声明表示，佩洛西窜访中国台
湾地区及其发表的有关言论
违背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
议，全印前进同盟支持中国政
府采取措施维护主权、统一和
领土完整。
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
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佩洛西
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表示将坚
定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赞比亚爱国阵线发表声
明表示，佩洛西不顾中国及其
他热爱和平的国家反对，执意
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此举意在
打 压 中 国 、加 剧 台 海 紧 张 局
势，敦促美方停止可能引发冲
突的挑衅行为。
欧洲左翼党发表声明表
示，佩洛西不顾中国的强烈反
对，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严重
破坏了台海和平与稳定。
此外，巴基斯坦国家党、
伊朗伊斯兰联合党、黎巴嫩纳
赛尔独立人士运动、也门社会
党、约旦共产党、秘鲁共产党
（红 色 祖 国）、白 俄 罗 斯 共 产
党、塔吉克斯坦共产党、希腊
左联党、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
步党、澳大利亚共产党等也发
表声明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

职位
“多且新”
近500个工作职位
涵盖新就业形态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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