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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陕

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获悉，截至 3 月 22 日，宝

光股份销售收入和产品销

量较去年同期双双大幅增

长，完成一季度生产经营目

标，“宝光牌”更是打入欧洲

市场。

年初，宝光股份面对竞

争愈发激烈的市场环境，精心

谋划、提前布局，结合公司下

达的年度指标，第一时间进行

任务分解，安排部署 2021 年

营销工作。全体业务人员春节

后一上班，便奔赴市场一线，

访客户、抓信息、抢订单，同时

邀请客户来公司参观交流，增

进互信了解。公司领导带队对

重点客户进行多层次走访，深

化业务合作，及时解决市场问

题。1-3 月份，宝光股份共组

织开展技术交流 21 次，做好

新品推广和技术服务工作，为

奋力抢夺一季度“开门红”保

驾护航。

公司国际业务方面按照

“主业突出，相关多元”的发展

思路，主动完成配件指标，同

时持续深耕“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重点布局俄语区

市场，快速提升俄语区业务规

模。“宝光牌”铁道开关用真空

灭弧室产品顺利获签欧洲客

户开发项目，并成功与客户确

认了项目的试管订单。该项目

的顺利实施，实现了铁道开关

用真空灭弧室在欧洲市场的

新突破，为企业在欧洲市场打

开了局面。                
 本报记者 魏薇

华天科技（宝鸡）有限公司 ：

全速运转保订单  扩大规模提产能

本报讯 “公司一季度完成

销售开票6802万元，实现了开门

红。”3月30日，华天科技（宝鸡）

有限公司负责人说，随着2021年

1月起订单量的增加，公司根据

市场需求调整生产计划，超额完

成了一季度计划任务，为实现全

年目标开了好头。

华天科技（宝鸡）有限公司

主要是为半导体封装测试行业

服务，产品涉及高密度集成电路

引线框架材料、集成电路自动化

封测设备、集成电路封装锡化材

料等。3月 30 日，笔者在该公

司生产车间看到，各条自动化生

产线飞速运转，几名工人正在查

看表面处理生产线的运行情况。

“2020年 8月公司搬迁后，一直

处于产能爬坡状态，2021 年 1

月起，订单量持续增加，生产计

划已经排到今年10月。公司根

据市场需求调整生产计划，工人

们加班加点赶工期。在保证正常

生产的情况下，公司安排员工做

好各种培训工作，不断提高员工

生产技能，增强员工安全生产意

识。”公司负责人说。

据了解，为争取到更多的

订单，公司在产业链中部署创新

链，2021年计划投资8000万元，

继续扩大冲压引线框架研发生

产项目；投资1.1亿元，分期完

成蚀刻引线框架项目建设，具备

月产100万片的生产规模；投资

1000万元，完善自动化设备研发

和生产条件，落实技术创新，力

争年销售额突破1亿元。 （张蓉）

贯彻落实市委全会精神  埋头苦干推动高质量发展

亮相京津冀  这里的握手更有力
——宝鸡高新区参加 2021 陕西-京津冀产业合作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魏薇

工人在生产一线组装产品
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在加紧作业

宝光股份：

宝光牌走进欧洲市场

产业活，区域兴！

在春光明媚、生机盎然的时

节，宝鸡高新区由相关领导带领的

招商团队，3月 27 日至 4月 2日

赴京津冀，参加 2021 陕西-京津

冀产业合作活动。

带着对培育区域创新力的

满满期待，和对各种资源要素赋

能产业升级的无限向往，宝鸡高

新区瞄准龙头招大商，对接顶端

引资源，链接智库谋新篇 ；把“已

有优势”与主动承接重点区域产

业转移相结合，在活动中做精准

专业的自我推介，并拜访优势企

业，促进了高新区与新产业新经

济的交流碰撞，将催生新的合作

机遇！  

新机遇
在沃土上开垦新田

招商引资，是区域经济发展

的核心。今天招商的“成色”，决定

了明天区域发展的层次和水平。

宝鸡高新区作为宝鸡经济的“火

车头”，是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引领

区和实验区，需要在“追赶超越”

的潮头，树立新的经济发展引领

姿态。

经过多年培育，宝鸡高新区

聚力“三大经济板块”，活力次第

释放 ：高铁新城加快建设，成为

宝鸡新的靓丽门户 ；科技新城如

春笋拔节，跃升为新的增长极 ；

综保区封关运行，成为宝鸡对外

开放新高地。

钛及钛合金产业、汽车及

零部件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三个千亿产业集群”，回归产业

本源，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上，

不断发生聚变效应。总部经济、

流动经济、共享经济，推动消费

升级，绿色发展助推产城融合。

开放创新的宝鸡高新区需要

新的能量补给。为了参与好本次

2021 陕西- 京津冀产业合作活

动，宝鸡高新区做足了准备。宝鸡

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综保区党工委书记李峰科，综保

区党工委副书记、事务中心主任

王天勋，宝鸡高新区管委会副主

任谭荣盛、刘建军参加了各项拜

促活动，宝鸡高新区经济发展局、

科技创新局、投资合作局、综保区

投资发展部相关负责人结合各自

领域项目包装策划情况，整理“菜

单”，对接合作点。

记者了解到，本次宝鸡高新

区参与的活动与拜促项目，充分体

现了宝鸡高新区招商的有的放矢。

一是关注最前沿的产业发展模式、

运营管理模式，希望为推进宝鸡创

新港项目建设注入新力量；二是

注重人才驱动，希望进一步引进研

发团队，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三是

开启与国内知名产业园区运营领

域的集团企业合作，对接产业园区

落户高铁新城合作事宜；四是参

加“陕西—北京外资企业合作恳谈

会”，推介综保区合作项目。

新合作
富集资源聚集能量

几天来，一轮轮走访拜促活

动，加深了京津冀企业和科研机

构对宝鸡高新区的了解。

3 月 31 日上午，副市长张礼

涛带领宝鸡高新区招商小分队

赴中关村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摇

篮——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

所考察，共谋企地合作发展。

宝鸡高新区工业基础雄厚，

急需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人工智

能开拓发展，为“宝鸡智造”赋能。

张礼涛一行参观了计算所发展史

展厅，详细了解我国计算技术事

业发展的历史和最新科研成果，

听取了企地合作模式有关情况介

绍。张礼涛期待计算所充分发挥

强大的智力、技术、资源优势，依

托宝鸡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

在宝鸡高新区成立创新研究机

构，投资建设创新产业园，引进国

产芯片、云计算、高性能计算机、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相关

产业，形成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为

产业发展注入科创活力。

活动期间，李峰科带领招商

小分队赴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洽谈对接宝鸡创新港等项目。他

们赴雄安新区考察启迪雄安未来

城市创新中心，参观孵化器、路

演展厅，了解最前沿的产业发展

模式、运营管理模式，并赴企业

考察。李峰科介绍了宝鸡市及高

新区基本情况，推介了科技新城

规划、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

谋划等情况，希望启迪控股发挥

产业、资本、人才、技术等优势，

深入参与宝鸡高新区创新驱动

发展，加快已落地的启迪之星孵

化器和宝鸡创新港项目建设，诚

挚邀请公司高层来宝实地考察指

导，促进项目落地。

3 月 30 日上午，李峰科赴科

技部火炬中心拜会中心主任贾敬

敦，就 2020 年宝鸡高新区聚焦创

新驱动发展、完善创新机制、着

力培育高新企业、加强研发投入、

构建创新生态等工作作了全面汇

报。贾敬敦表示，宝鸡高新区科技

创新工作思路清晰，措施有力，一

年来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建议

宝鸡高新区推动智能制造与工业

互联网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赋

能产业升级。  

当前宝鸡市老工业城市产

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加快推

进，急需专业产业运营服务平

台，参与宝鸡高新区的产业园区

开发建设，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3 月 30 日下午，招商小分队赴北

京联东集团考察，洽谈对接产业

园开发建设事宜。联东集团作为

集产业园区开发运营和金融投资

于一体的行业领军企业，独特的

“产业聚合U 模式”，能为企业打

造高效的运营平台，提供高价值

的服务。宝鸡高新区具有良好的

发展基础和园区化运营潜力，与

该企业发展方向吻合，双方洽谈

达成很多方面的共识。

随着宝鸡综合保税区的封关

运行，本次宝鸡综合保税区在京

津冀的招商动作也是实打实。3

月 29 日下午，王天勋在陕西- 北

京外资企业合作恳谈会上作推介

发言。会上，王天勋诚邀在京外资

企业来宝鸡综合保税区实地考

察、投资兴业。会议间隙，王天勋

带队到华电（北京）新能源产业园

进行考察，围绕“综合保税区智慧

新能源配套项目”投资合作意向

相关事宜，与华电科工集团领导

进行交流洽谈；并且在京拜会中

国仪器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郝振利，双方围绕利用综合

保税区特殊功能政策平台，发挥

中国仪器进出口集团对外服务

贸易优势，就相关可投资合作的

领域与具体内容进行了深入交

流洽谈。

此外，招商小分队还赴北京东

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考察。该

公司专注于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

领域，深耕生态治理、环保业务及

循环经济三大板块，未来与宝鸡高

新区有可能在环保循环产业园建

设、城市综合环境提升等方面展开

合作。

新期待
新模式为高质量发展赋能

承接京津冀产业转移，是中

西部很多城市招商引资出征的

“主战场”，宝鸡高新区参与本次

活动，向外地企业和科研机构，

展示了宝鸡及宝鸡高新区蓬勃

向上的发展形象，宝鸡高新区主

动转、快速转、持续转的行动是

果敢的，措施是有力的，引进先

进发展模式和先进技术的渴望，

及对接资本的雄心，让人对其未

来发展充满信心。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十四五”时期，宝鸡高新区以科

技引领、创新驱动为主线，以培

育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和产业为重点，将积极打造“一

谷”（中国钛谷）、“二中心”（全

国科创中心、先进装备制造业中

心）、“三支柱产业”（钛及钛合金

新材料、汽车及零部件、高端装

备制造）、“四新兴产业”（智慧产

业、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现代服

务），深入实施创新驱动、产城融

合、绿色发展“三大战略”，要把

宝鸡高新区打造成为全市高质

量发展先行区。

本次招商活动，以未来发

展构想为行动指南，突出转型升

级、创新驱动、板块联动、项目带

动，以“招大引强”与“延链补链”

为基调，宝鸡高新区和东方园林

股份就循环经济产业园达成合作

意向，和启迪控股就加快建设就

已签约的启迪创新港、启迪之星

科技孵化器项目达成共识，与文

旅板块区域合作开发项目达成合

作意向，与中科院计算所就科技

创新平台项目达成合作意向。

有关方面认为，宝鸡高新区

产业转型发展已到了关键时期，

宝鸡高新区把“招商引资”与“招

才引智”相结合，将在引进产业

合作新模式、建立高层次人才队

伍、优化创新发展生态环境上再

添新力量，相信宝鸡高新区的高

质量发展会再添新动能。

高新区招商小分队参观考察“联东 U 谷”

副市长张礼涛（前排右二）一行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