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安世亚太荣获CAE挑战赛结构、流体仿真双
冠军

CAE 流体仿真登高挑
战赛聚焦企业实战，是中国
最权威的CAE挑战赛，旨在
选拔一批应用价值高、带动
作用强的CAE 软件标杆产
品，推动业内技术高水平交
流切磋，促进国产仿真软件
高质量发展。

拥有800+项专利及软著
的安世亚太是朝阳区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具
有26年的研发信息化工业软
件开发和服务经验，是我国
数字化研发的创新驱动者与
践行者，在国内虚拟仿真领
域排名第一。安世亚太将继
续把中国仿真变成生产力，
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
数字经济发展，共同构筑开
放、共建、共享的创新生态。

北京CBD商圈里的“艺术范儿”
记者 张慧娇

之行走朝阳行走朝阳行走朝阳行走朝阳 特色消费特色消费特色消费特色消费

朝阳“服务包”助企纾困解难题
前10月促成重大项目投资额26.3亿元

作为朝阳区未来独角
兽企业的升哲科技成立于
2014 年，主要在物联网和
人工智能领域不断做探索
和创新，致力于将前沿技
术运用到城市和政府的数
字化建设中。在日前举办
的 2022 全球数字经济产业
大会上，北京升哲科技有限
公司依靠全域数字化服务
的落地成果，荣获“维科杯·

OFweek2022物联网行业年
度评选”最佳成功应用案例
奖。

在赋能基层深入推进市
域社会治理智能化的过程
中，升哲科技不断创新，今年
已经打造了禁渔禁捕、预防
溺水、智慧交通、森林防火等
新场景、新应用，升哲科技正
持续用数字技术提高社会治
理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3 升哲科技荣获“维科杯·OFweek2022物联
网行业年度评选”最佳成功应用案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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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 朝阳在行动

2 国信会视荣获“2022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优秀
解决方案”等多项殊荣

北京国信会视科技有限
公司一直致力于轨道交通行
业数字化转型和工业软件、
工业互联网平台、大数据整
体解决方案研究与服务，不
断加大研发投入，呈现出高
速发展的态势。凭借着对行
业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国
信会视在众多数字化转型和
工业互联网平台供应商中脱
颖而出，相继荣获“2022 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优秀解决方

案”“2021-2022工业互联网
最具影响力企业”“2021-
2022 国产工业软件优秀产
品”“2022数字经济案例 100
第21位”等荣誉称号。

未来，北京国信会视将
更加专注于自主创新与行业
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挥公司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
网、云计算等领域的核心技
术研发优势，持续推动行业
用户全方位数字化转型。

日前，北京清大科越股
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央网信办
和财政部联合发起的中国互
联网投资基金在能源互联网
板块投资的第一家企业，受
邀参加“互联网之光”博览会
并列展于“数字双碳”展区。
清大科越融合大数据、云计
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针对用户侧研
发了综合能源管控平台，帮
助企业节能、增效、减碳，主

动参与电力市场交易，为园
区及政府科学降碳提供量化
监测，引领能源转型发展。

北京清大科越股份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04年，聚焦智
能电网调度、电力市场交易、
发电侧竞价上网报价辅助决
策、电力购售电平台、新能源
并网考核、智慧能源物联网、
虚拟电厂等电力核心业务系
统的咨询、研发、实施与服
务。 （张慧娇 整理）

4 清大科越亮相“互联网之光”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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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CBD商圈，丰
富的艺术展览和创意空间，

将商场“升级”为串联文化、体验、
潮流、社交等生活方式的新场所。

随着各商场艺术范儿愈发浓烈，消费
者可尽情徜徉在艺术的海洋，享受身心

愉悦的购物体验。
紧邻北京CBD核心地带，一座总面积

达 20 万平方米的“艺术乐园”坐落其间。
通透的玻璃幕墙在阳光的折射下熠熠生
辉，不规则的几何三角形、梯形拼接交错，
让整个建筑外观更具视觉冲击力。这便
是被誉为“最具艺术范的商业空间”侨福
芳草地。

在周围鳞次栉比的写字楼之间，侨福
芳草地独特的外观显得尤为与众不同。
这里不仅是一个购物中心，更是一处精美
的“艺术殿堂”。

漫步侨福芳草地，就像进入一个魔幻
空间。商场从幕顶到楼层都采用玻璃作为

隔断，通透明亮。内部的建筑结构天马行
空，错落穿插的钢条让整个空间多了一丝
工业风貌。

侨福芳草地的艺术范儿不仅在于其几
何工艺的建筑设计，置身其中，也时时有

“触目见琳琅”之感。商场内，既有大家之
作，也有优秀青年艺术家的作品，还有众
多海外知名艺术家的作品。这里陈设的
艺术品近千件，无论身处商场几层，随处
都能看到各式各样的艺术品，在购物的同
时感受艺术熏陶。在商场十层，占地 4000
多平方米的侨福当代美术馆还会不定期
举办涵盖绘画、行为艺术等当代艺术类型
的展览。

在城市更新、存量改造的背景下，CBD
区域内的商场竞相变身艺术与美学的创意
空间。仅凭建筑造型就“俘获”一批粉丝的
除了侨福芳草地，还有朝阳新晋网红打卡
地——美克洞学馆。

朝外大街与工人体育场南路交叉口西
北角，一页页洁白的“书籍”徐徐展开。作
为朝阳区一处新零售艺术体验空间，美克
洞学馆外形犹如一摞待翻阅的超大开本白
色书卷。

美克洞学馆内，位于一层的“好物
集”，精美的陈列与丰富的产品让人不自觉
放缓脚步。白色的旋转石窟楼梯不仅成为
通往二层的通道，也成为顾客拍出时尚大
片的绝佳场地。美克洞学馆还在原有的顶
层基础上进行了凹形设计，在增加层高的
同时，形成极具艺术感的“浮云顶”，吸引了
一众时尚主播前来打卡。

“美克洞学馆前身是昔日的朝外地标
百脑汇，改造过程中对外立面进行了重塑，
并融入洞穴文明的设计元素，蜕变为现在
的美克洞学馆。”美克洞学馆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

除了通过艺术品和建筑设计增添艺术
范儿，北京CBD商圈内越来越多的购物中

心还将艺术空间“搬”到室内，满足消费
者的购物需求和艺术沉浸式体验。

形态各异的“小羊”有的专心“用
餐”，有的酣睡，还有的不停发出“咩咩”
叫声；450只电动填充企鹅组成的艺术装
置“企鹅墨镜”，当人在附近走动时，企鹅
会“反射”人的躯体动作轮廓从而转向；

“登入火星”空间内，火星般的红色穹顶
引人注目，大片凹凸不平的火山沙丘和
散落其中的太空探测器交相呼应，带领
消费者探究宇宙空间；四层一座占地
4000平米的T-10文化艺术空间，主要用
来举办艺术展、潮流展、大师个展、对话
沙龙等……走进 SKP-S，时而置身外太
空，时而沉浸在艺术氛围中。作为众多
消费者眼中的网红打卡地或艺术馆，
SKP-S 以“未来”作为主题，将未来科幻
感与艺术空间进行完美融合，运用各种
艺术装置，将“逛商场”变成“沉浸式探索
体验”。

位于北京国贸商城的 GG2077 空间
站也于 10 月开启了全新业态，空间站通
过全息光影+LED超强视觉冲击，为观众
带来不输“科幻大片”沉浸式未来世
界体验。

以打造千亿级商圈为
契机，在联动各商圈营
造浓厚艺术氛围
的同时，北京
CBD 还持

续擦亮音乐季、艺术季、影像季等艺术类
品牌活动，满足消费者文化、体验、潮流、

社交等消费需求，创造音乐与社
会、文化与商业等多方交融的

“音乐新生活”，让艺术流
淌在城市的血脉之

中，让区域充满时
尚活力和“艺

术范儿”。

本报讯（记者张慧娇）“管
理会计·提‘素’企业数字化决
策”“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企
业数字人才增效赋能”……连日
来，由朝阳区发改委主办、朝阳
区企业联合会承办的“对话数字
创新”朝阳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
型提素大讲堂持续开展多场活
动。朝阳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
网、网络与信息安全等相关行
业、上下游产业链条中小企业进
行经验分享、探讨数字化转型机
遇，赋能区内企业实现数字化场
景应用，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互
联、合作共赢。

当前，数字经济规模扩大，
全球数字化转型加速，成为影响
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对
话数字创新”朝阳区中小企业数
字化转型提素大讲堂活动是朝阳
区发改委策划推出的朝阳区促进
中小企业发展服务工作之一。活
动聚焦朝阳区重点发展的人工智
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遴选各
领域数字创新专家组成先锋导师
团队进行课程分享，活动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

在“管理会计·提‘素’企业

数字化决策”培训活动中，具有
20 年全球管理会计从业经验的
特邀讲师从管理会计知识体系
应用趋势，以及对大中小企业应
用场景中的案例进行分享，为数
字经济时代我国财会专业人才
的数字化能力跃迁和素质再造，
提供了与国际接轨的知识理念
和方法工具；在“数据的知识产
权保护”培训活动中，中小企业
数字化知识产权战略研究专家从
企业视角出发，帮助中小企业厘
清涉及企业数据或者企业数据集
合的法律定位，并介绍了国内外
在数据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前沿
探索，讨论了我国数据知识产权
保护的制度方向，助推创新型中
小企业实现技术“创新、提升、高
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数字化转
型提素。

“通过参加活动，从其他企
业的创新转化和数字场景建设
历程中汲取到了丰富的跨行业
经验，对提升公司自身业务中跨
界数字化创新意识、拓宽数字化
视野和传统业务数字化转型等
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太合
音乐集团运营服务部负责人宋

行说道，通过提素大讲堂活动平
台了解到同一链条的不同企业
的类似创新场景和创新技术经
验，为企业创造更多借鉴和交流
机会，提供了更多元的创新合作
机遇和增值渠道。

“我们整合了朝阳区服务包
企业、凤鸣企业资源，组织相关
行业、上下游产业链条等中小企
业，以头部企业示范项目路演、
数字创新导师对话、产业链条企
业交流、应用产品推介分享等形
式进行线上、线下活动。”区发改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区发改委还
联合玻色量子、数美时代、冠华
英才、同道猎聘、柏睿数据等区
内企业，开设了“对话数字创新
企业融通发展对接会”等十余场
内容丰富的活动，提升企业创新
能力和专业化水平，助力朝阳区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接下来，区发改委还将通过
朝阳区数字经济成果展示、数字
化发展趋势分享等形式，拓宽区
域中小企业产业链、供应链衔接
与交流，赋新前沿数字创新技术
和实用场景应用需求融通，推动
朝阳区数字经济核心区建设。

听意见、送服务、解难题、促发展。今
年以来，朝阳区各部门加强主动服务意识，
根据企业需求为其送上量身定制的“服务
包”，及时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恢复发展，促
进新业务、新机构、新项目加快落地。截至
10月份，全区走访各级“服务包”企业 7213
家次，企业诉求办结率 99%，诉求解决量排
名全市第一；推动“服务包”企业新设机构
31家，促成落地重大项目 23个，总投资额
26.3亿元。

“服务包”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创新做法，
既根据企业定位提供普惠的政策集成，解决
信息不对称问题，又针对企业设立和企业发
展中遇到的瓶颈及需要协调帮助的困难，依

法依规量身定制解决方案。今年以来，朝阳
区重点加强市、区、街乡三级“服务包”企业
走访和服务，及时帮企业解决发展难题。

作为一家以数据库为核心的“Data+AI”
数据智能基础软件公司，柏睿数据落户朝
阳不久，便成为朝阳区“服务包”企业，享受
到政务服务、资金支持、人才培养、项目对
接等“量身定制”服务。今年疫情期间，柏
睿数据还享受到朝阳区提供的一系列房租
优惠减免政策，缓解了企业资金压力，帮助
企业加快了恢复发展的步伐。

“区发改委、区科信局、中关村朝阳园
等多个单位深入对接我们的需求，不仅在
引进人才落户、政务服务、教育、医疗、住房

等方面提供了精细化、全方位服务保障，还
积极推动资源精准匹配，并通过专项资金
大力支持企业的数字经济产业创新发展。”
柏睿数据总裁梁雪青表示，得益于朝阳区
良好的营商环境，柏睿数据有了更多精力
投入到专业研发工作中，企业呈现出持续
加速的高速发展态势。

在帮助企业恢复发展的同时，朝阳区
还积极探索创新企业服务措施，在区政务
服务中心设立了“服务包”企业专项服务窗
口，提升对“服务包”企业政务服务水平。
以市级“服务包”平台试评价为抓手，组织
相关部门和街乡认真研究、落实各项机制，
统筹做好协同考评和企业诉求办理工作。

截至10月份，已办理企业诉求3683项。
为推动重点项目、新增业务落地，朝阳

区将“服务包”机制与稳增长工作相结合，
做好企业新落地情况服务保障工作。

针对新增项目、新设业务、新募投资，
朝阳区给予企业业务指导、要素资源保障、
行政审批服务，并在走访服务过程中进一
步挖掘企业业务增长点和增量业务线索，
引导企业加大在我区发展布局，持续提升
区域经济贡献。截至今年10月，已推动“服
务包”企业新设机构 31家，注册资金合计
102.9亿元，税收贡献过亿元；促成落地重大
项目23个，总投资额26.3亿元；推动格灵深
瞳、华大九天等6家企业上市。

“提素大讲堂”赋能朝阳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报讯（记者赵慧慧）近日，由区委组织

部和朝阳区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 2022年北京
朝阳科学家会客厅——技术路演（朝阳）数字经
济专场举办。来自工信部、中科院、创投机构、
园区等单位的十余位评审专家参加了活动。

此次路演是“2022 年北京朝阳科学家会
客厅”——科技成果助推平台建设的专题活
动，以“融合创新，共创朝阳数字未来”为主
题。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通过
科创中国官网和视频号同步直播。

区科协相关负责人介绍，活动旨在宣传朝阳
区科技创新环境和科技成果落地政策，吸引顶尖
科技人才到朝阳创新创业，聚焦朝阳区重点产
业，优选推介人工智能、元宇宙、数字医疗、数字
文创等领域的优秀创新项目与朝阳区的科技创
新企业、创投机构、园区进行精准对接，助力朝阳
区科技信息开放共享、商业资源融通发展。

活动中，中关村朝阳园管委会、区委组织
部和区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分别
介绍了朝阳区科技产业发展情况和政策服务
环境，朝阳区“凤凰计划”、ITEC国际人才创业
大会及人才引进等政策，对项目方关注的人才
服务等问题进行了针对性解读。

项目路演环节中，“人工智能心脏研发与推
广”“星辰计划元宇宙项目规划”等 5个项目负
责人，围绕市场前景、主营业务、团队成员、运营
模式、核心竞争力、发展计划和融资计划等方面
进行了分享，并与评审专家进行了深度交流。

活动还开辟了线下对接通道，方便创投机
构、园区、政府部门、高校院所等单位与项目路
演企业进行后续沟通，进一步打通创新链和产
业链两个环节，引入优质科技创新项目落地朝
阳，为朝阳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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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慧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