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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动 向】

 建设全球数字经济创新策源地，中关村科学城发布三年行动计划

2021 年 5 月 19 日，海淀区发布《中关村科学城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三年间，中关村科学城将形成国际一流的新兴数字产业集群，成为

全球数字经济创新策源地。

“行动计划”包括 5 个方面 15 项具体行动，配套 92 个重点项目。在布局新型数字基

础设施方面，将升级打造千兆固网、5G 网络、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车联网、物联网、

智慧电网等；建设计算与训练平台、区块链算力平台、边缘计算节点等。

在加强引领性数字技术攻关方面，开展芯片研发设计、关键基础软件技术研发，大数据、

云计算领域关键技术攻关，发展细分领域；持续加强网络安全、物联网、数字孪生等高精尖

领域核心技术研发；持续支持中关村自动驾驶示范区建设；鼓励发展专业化开源社区。

依据行动计划的目标，到 2023 年，中关村科学城将建成一批广覆盖、高性能的数字新

基建，实现数字领域若干前沿技术占先，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力争培育 1 到 2 家具有

全球竞争力的 5000 亿级企业及一批千亿级、隐形冠军、独角兽、骨干型创新企业，形成国

际一流的新兴数字产业集群，打造数字化生产、生活、生态、生命新空间，成为全球数字经

济创新策源地。

 方便了！26 项政务服务可在北京这 5 区“跨区通办”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真正解决企业群众就近办事的痛点和堵点问题，探索实现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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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事项在全市任一政务服务站点"全城通办"。5 月 20 日，通州区政务局、朝阳区政务局、

顺义区政务局、大兴区政务局、北京经开区行政审批局、北京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共同签署

《关于实施政务服务跨区通办联动机制框架协议》，开启了副中心及东部地区"跨区通办"

政务服务新模式。

26 项“跨区通办”政务服务事项

在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管理局的统筹指导下，朝阳区、通

州区、顺义区、大兴区、北京经开区立足五区特色优势，建立五区政务服务事项联动办理机

制。经过前期充分调研，此次共同梳理形成了第一批共 26 项跨区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涵

盖建筑工程、道路施工、贸易、环保、新闻、烟草等多个领域，初步实现了政务服务区域横

向联动和纵向部门协同，务实、精准提升政务服务能力。未来，各区将建立事项清单动态调

整机制，按照需求导向、分批进行事项的推进。

"跨区通办"窗口

以往，办事人要办理首批"跨区通办"清单中的政务服务事项时，需要到企业注册所在区

进行事项的办理，"跨区通办"机制落地后，凡在朝阳区、通州区、顺义区、大兴区、北京经

开区申请的政务服务事项，均可在任意五区内的任意一个"跨区通办"窗口提交并申请办理，

由"跨区通办"窗口工作人员负责业务指导、咨询和收件，属地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

负责受理和出件，属地业务部门负责办理审批业务。

"跨区通办"系统平台

除了在各区分别设立线下"跨区通办"窗口外，依托副中心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系统，此

次还建立了"跨区通办"系统平台，实现了跨区业务办理同平台、同规范、同标准的"三统一"，

为探索实现政务服务事项材料、结果互认和电子印章、电子证照共享应用奠定了基础。

 国内首批量子通信标准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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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信部近期批准并正式发布实施国内首批量子通信行业标准《量子密钥分发

（QKD）系统技术要求》（2018 年通信行业重点项目）及《量子密钥分发（QKD）系统测

试方法》（2018 年通信行业一般项目），适用于采用光纤信道传输的基于诱骗态 BB84 协

议的 QKD 系统。上述两项标准均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牵头、九州量子、国盾量子等参与

编制，将进一步推动我国量子保密通信产品成熟和产业发展。

【企 业 讯】

 百度发布 2021 年一季度财报

5 月 18 日，百度发布 2021 年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一季度，百度营收 281.34 亿元，

同比增长 25%，市场预期 272.69 亿元；非公认会计准则下归母净利润 42.97 亿元，同比

增长 37%。具体业务中，核心营收同比增长 34%，其中非广告收入同比增长 70%；在线营

销收入 163 亿元，同比增长 27%；非营销收入 42 亿元，同比增长 70%，主要受云服务等

推动。爱奇艺收入 80 亿元，同比增长 4%。

财报发布后，百度董事长兼 CEO 李彦宏发布全员信，首次明确百度 Apollo 业务的三

种商业模式——一是为主机厂商提供 Apollo 自动驾驶技术解决方案，助力车企快速搭建自

动驾驶能力；二是百度造车，端到端地整合百度自动驾驶方面的创新；三是共享无人车。

 京东发布 2021 年 Q1 财报：营收 2032 亿元 活跃购买用户数近 5 亿

5 月 19 日，京东集团发布其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未经审计的 2021 财年第一季度

业绩。财报显示，第一季度营收 2032 亿元人民币，市场预估 1908.69 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 39%；净利润 36 亿元人民币，市场预估 33.24 亿元人民币，去年同期 10.73 亿元人

民币；净服务收入增长至 279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73%，其中物流及其他服务收入同比增

长超过 109%。



4

财报显示，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京东过去 12 个月的活跃购买用户数近 5 亿，较

2020 年第一季度末大幅净增 1.12 亿，创历史最大同期增幅。

 百度联合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发布 Apollo Air 计划

2021 年 5 月 13 日，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AIR）与国内自动驾驶企业百度在北京

发布 Apollo Air 计划。据悉，这是全球首次使用纯路侧感知能力，真正实现开放道路连续

路网 L4 级自动驾驶闭环的车路协同技术。

百度智能交通产品研发总经理陶吉博士介绍，Apollo Air 技术可在不使用车载传感器，

仅依靠路侧轻量感知的前提下，利用 V2X、5G 等无线通信技术就可以实现车-路-云协同的

L4 级自动驾驶。经过研究和测试，目前百度智能交通团队和清华智能产业研究院已经完成

对北京亦庄、广州黄埔、沧州等若干路口的智能化改造，实现了 Apollo Air 纯路侧感知技

术在 L4 真实场景的测试。

陶吉介绍，百度与清华智能产业研究院（AIR）发布的 Apollo Air 计划，是行业发展到

无人化、规模商业运营新阶段的必然需求，也是对现有的车路协同技术的一次全面升级，只

有以高可靠性、高准确率的路侧感知技术的提升来加强车路协同的融合感知框架，才能更好

地为自动驾驶提供安全保证。

 官宣！博彦科技全资收购北京融易通

近日，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对北京融易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全资收购，持续加

大在金融科技领域的业务布局。

北京融易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是专注于移动金融解决方案及软件服

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拥有丰富的金融系统的建设经验和架构完整且交付能力高效的全栈实

施团队；快速迭代的高效敏捷开发模式能够极大的提升项目实施效率及质量；领先的用户体

验设计理念以及可持续交付的能力， 保证了其可以快速高效地交付客户满意的移动金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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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项目。在金融机构移动渠道建设、数据分析以及用户体验方面具有独到的经验与成熟的解

决方案，已成功为全国多家大、中型国有及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实施了移动渠道一体化建设

项目，赢得了客户的广泛好评。

博彦科技在金融科技领域耕耘多年，始终坚持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等技术，

助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近年来，更是将金融科技作为公司战略重点，在自身发展的同时，

以投资并购的方式整合市场上的优质资源，通过深耕细分领域来做强金融科技领域业务。对

融易通的收购，正是博彦科技向此战略目标迈进的坚实一步。未来，博彦科技将继续结合自

身优势，叠加融易通在移动金融解决方案及软件服务领域的能力，更好的满足客户的不同需

求，持续输出高标准、精细化的技术与服务，与客户实现合作共赢。

 滴滴将与广汽埃安共同研发无人驾驶新能源车型

5 月 17 日，据媒体报道，广汽集团旗下埃安新能源对外宣布，公司与滴滴旗下自动驾

驶公司达成战略合作。

据悉，双方将在智能汽车领域探讨合资、合作模式，将广汽埃安的自动驾驶整车平台及

整车设计、制造能力与滴滴自动驾驶软、硬件技术研发优势相结合，共同从线控底盘、自动

驾驶传感器与系统集成等基础维度，全新定义并开发一款可投入规模化应用的无人驾驶新能

源车型，并推进量产。

【投 融 界】

 数字化 3D 智造商“清锋科技”完成 B+轮融资

日前，专注于 3D 打印设备、软件、材料研发，致力于改变产品开发和生产方式的数字

化 3D 智造商清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清锋科技）超额完成原设定的 B+轮融资目标。

本轮融资由香港科技园创投基金（HKSTP Ventures）、银润资本、NFC 牵头，老股东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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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创投、顺为资本、KPCB 持续加码。融资将用于进一步加速全球市场的拓展。

【联 盟 汇】

 长风联盟组织 2021 惠企政策宣讲 让“及时雨”更及时

为帮助企业系统准确的了解助企扶企优惠政策， 助力企业稳定增长、深化平台企服成

果，2021 年 5 月 19 日，在北京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的指导下，北京长风信息技术产

业联盟联合金隅智造工场、中关村社团第三联合党委、北京嘉实天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长

风合睿空间等单位，共同组织“2021 惠企政策宣讲活动”，全面梳理全年重点的补贴类、

资质类、人才类项目政策，把脉项目申报要点、纾解项目申报难点。

为第一时间将惠企政策宣传到位，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问题，本次活动采用线

上直播的方式，邀请拥有近十年政策分析、咨询行业从业经历的于彦伟老师，围绕中关村科

技型小微企业研发费用支持项目、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认定、中关

村雏鹰计划专项扶持资金项目等 10 余项重点项目，从支持对象、支持条件、支持内容、支

持额度等多维度讲解申报流程及注意事项，并就企业关心的问题做出详实讲解，吸引近千人

次在线收看。

国家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北京长风信息技术产业联盟（简称“长风联盟”）

成立于 2005 年，致力以企服为入口，深耕产业智库、创新创业、国际合作、区域协同、ICT

产业对接等方面。长风联盟通过持续常态化的开展政策宣讲服务，进一步扩大了惠企政策的

知晓度、影响力，着力做好惠企政策信息的传播者，促进政府部门、会员企业、第三方机构

等的联动发展，凸显联盟的服务特色与品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