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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跟进学，联系实际学。连
日来，厦门火炬高新区企业通过主
题党日活动、学习交流会、座谈会等
形式，线上线下并举，准确把握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实质和丰富内涵。

在乾照光电，党的二十大精神
学习交流会开到了生产一线。青年
技术骨干们把学习贯彻与解决眼下
的技术难题结合起来，分享学习心
得，坚定攻关信心。乾照光电董事
长金张育表示，公司将进一步在厦
门布局前沿产业项目，致力打造自

主研发的“中国芯”。
在厦门高新

技 术 创

业中心，党员们围绕党的二十大报
告畅谈认识和体会。报告中关于人
才、科技的论述，引发预备党员黄龙
文的思考：“我所在的厦门创新创业
园聚集、服务了大批海内外高层次
科技创业人才，是众多高新技术企
业、科技小巨人企业和专精特新企
业的成长摇篮；此外，我们不断推进
专业化、特色化孵化器和产业园的
建设，为高新区乃至厦门市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探路先行。作为园
区的一分子，我将对标先进，增强守
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努力提高自身专业知识和工作
水平，用心用情为企业和人才服
务。”

友达光电第二党支部书
记肖晓晶利用工作

间 隙 ，组

织党员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
有近二十年党龄的研发工程师，肖
晓晶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的

“三个务必”深有感触。她说，在新
的赶考路上，我将用实际行动践行
党的二十大精神，全力开展创新攻
关，做好技术“传帮带”，“敢于冲在
一线，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中增长
胆识和才干。”

快快网络结合公司青年员工多
的特点，依托党建带团建，组织学习
党的二十大精神。公司团委书记、
董事长林思弘说：“青年在国家的科
技创新事业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
色。一个人的力量可能看起来微不
足道，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坚
守本职工作，埋头苦干，守正创新，
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方
法，就一定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贡献出属于自己的青春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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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新增
9 家国家知识
产权示范和优
势企业

●台湾科技企业育成
中心、软三创新社区
入选国家小型微型企
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高新区科研
助理岗位开发
落实工作受科
技部肯定

●高新区开
展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演
练

●美图、四三九
九、吉比特入选中
国互联网企业综
合实力百强企业

凝心聚力谋发展 接续奋斗创辉煌
火炬高新区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园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高新区 34 家
企业入选 2022
年度省重点后备
上市企业名单

●乾照光电、科之杰、科
华数据3家高新区企业
获第七批国家级制造业
单项冠军企业（产品）

激光下料、机器人折弯、机器人焊接、机器
人喷涂……在位于同翔高新城的厦门宝麦克
斯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产业配套生产线高速
运转，机器人成为车间里最忙碌的存在。应接
不暇的机器人制造场景，让人近距离感受到智
能制造的魅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制造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作为持续深耕数控钣
金技术的高科技企业，公司通过数字化、信息
化工程的提升，具备了向高端、智能和绿色制
造持续迈进的基础。”宝麦克斯总经理刘孝鹏
介绍说，智能制造极大提升生产效率，已成为
企业提质增效的重要引擎。“前段时间，火炬高
新区帮我们对接的智能制造专家来厂里‘问
诊’，接下来，我们将细化落实智能制造再升级
的计划方案。”

宝麦克斯是江苏宝馨全资子公司，建有厦
门市级的“厦门市钣金架构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拥有21项产品技术专利。公司服务客户
包含全球的施耐德工厂、丹纳赫、ABB、TOM-
RA、科华数据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走出车间，一排排整齐、高端的新能源开
关柜引人注目。宝麦克斯党支部书记、销售总
监周文炜介绍说：“这是我们目前推向市场的
主要业务产品，公司通过代工不断培育自身的
产品研发和生产管理能力，逐步拓展自有品
牌，积极推动公司产品的价值链延伸。”

从“幕后”转战“台前”，宝麦克斯重点聚焦
光伏、储能、充电桩、换电站等新能源产业的智
能制造、智能电力设备以及环保设备领域，目
前已经研发出电力中低压开关柜、环保除尘设
备等产品。“我们也将加强党组织建设，充分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埋头苦干，开拓创
新，推动公司发展迈上新台阶。”周文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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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奇辉
（除署名外）
党的二十大

召开以来，厦门火
炬高新区在全面
学习、全面把握、
全面落实上下功
夫，坚定拥护“两
个确立”、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把
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实践
工作紧密结合，加
快推动党中央决
策部署和省市工
作要求在高新区
落地见效，以实际
行动不断推动党
的二十大精神学
习贯彻走深走实。

眼下，正值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的关键阶段，从机声隆隆的生产车
间到繁忙的建设工地，火炬高新区
上下鼓足干劲，努力把党的二十大
精神转化为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
积极成效。

项目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火车
头”。火炬高新区以党的二十大精
神为引领，强化项目带动，一手抓战
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招商，一手抓存
量企业增资扩产，不断做强优势特
色产业。在11月15日举行的全市
岁末攻坚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
上，火炬高新区15个重大产业项目
集中开工，总投资约447.56亿元。
其中，厦门数字工业计算中心项目
建成后将成为我市规模最大的数据
中心和国内领先的算力中心，为数
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提
供数据存储和算力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营造
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
业成长的良

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
人才链深度融合。”这让厦门高新技
术创业中心第二党支部书记、企业
服务部负责人孙瑞彬备受鼓舞，也
深感使命在肩。“我们要在做好科技
双创服务的同时，扎实有效推进人
才服务、人才培养以及科技领域产
业孵化的各项工作，力争在工作上
创新模式，谋新思路，展新风貌。”连
日来，孙瑞彬和同事们忙于筹划明
年的海外创新创业大赛、金砖赛道
等活动，计划通过以赛搭台，放眼全
球招才引智，助力火炬高新区及厦
门市高质量发展。

在火炬（翔安）产业区，火炬科
技企业加速器三期所有厂房刚完成
结构封顶，项目经理林少敬就投入
到新一轮工作中。“接下来
的任务主要是推
进 内

外墙装修及景观水电等配套工作，
需要现场协调的工作比较多，更需
要我们铆足干劲，抓实抓细。”林少
敬说，火炬科技企业加速器三期主
要面向光电及集成电路制造企业，
建成投用后，将拓展火炬（翔安）产
业区光电及集成电路厂房的生产能
力，并与已经建成的火炬科技企业
加速器一、二期形成资源互补，满足
整个园区入驻企业集中生产需求。

“项目早一天建成，企业早一天受
益。我们将立足本职，以实际行动
践行党的二十大精神，助力科技型
中小微企业茁壮成长。”

无尘车间里，工程师紧张地工作，一台台大型智能
设备上闪烁的绿灯提示着生产线的忙碌。这里是位于
同翔高新城的厦门天马显示科技有限公司，随着今年
第三季度项目顺利实现首批产品出货国际品牌客户，
公司上下锚定目标，奋力冲刺，确保高品质交付。

厦门天马显示科技第6代柔性AMOLED 生产线
项目是目前国内单体最大、全球最先进的柔性AMO-
LED工厂，产品为曲面与折叠显示屏，主要应用在智能
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柔性应用显示领域。今年2月，
该项目实现高品质点亮，比原计划时间提前了2个月；
8 月，项目实现首批 AMOLED 产品出货国际品牌客
户，刷新业内新产线达成交付速度新纪录。

天马深耕中小尺寸显示领域近40年，自2011年落
户厦门以来，持续在厦布局产业和前沿技术研发，迄今
为止在厦投资已达千亿元。今年，天马在厦更是动作
频频：9月，厦门天马光电子第8.6代新型显示面板生
产线项目开工，这是天马首条专精于中小显示领域的
高世代生产线；天马新型显示技术研究院揭牌，聚集力
量进行全球前沿显示技术攻关，加速实现Micro-LED
显示技术产业化。

前瞻布局并奔跑追赶的奋斗姿态，体现了天马人
的担当。“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
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天马作为
国有高科技企业，肩负着时代使命。”厦门天马党委委
员、副总裁陈浩说，近十年，中国显示行业实现了“弯道
超车”，但显示行业迭代升级迅速，主流OLED显示技
术崛起，国内量产经验相对欠缺，新技术能力较为薄
弱。“在新一轮科技竞逐中，我们要以‘开跑即冲刺’的
状态奔跑。”

陈浩表示，公司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
战，助力厦门打造电子信息产业万亿集群和世界级新
型显示产业高地，为推动我国显示强国、制造强国建设
作出更大贡献。

“车间就是我们的实验室。”穿戴好无
尘服，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
副经理艾国齐走进芯片生产车间。在这
里，他和同事们专注Micro LED芯片研发与
验证试验。

乾照光电深耕 LED 芯片领域，是国内
领先的全色系超高亮度发光二极管外延片
及芯片生产厂商，也是世界LED红黄光芯
片的最主要供应商，每年生产红黄光 LED
芯片约3500亿颗。

艾国齐的工作好比在头发丝里“盖大
楼”——一颗Micro LED芯片，大小只有微

米级别，却承载着巨大的能量。“公司现有
的Micro LED芯片最小尺寸为15μm，大约
相当于头发丝的十分之一，不过这还不够，
我们正向10μm以下发起攻关。”艾国齐说，
同样一片晶圆上芯片尺寸缩小，产出数量
增加，单颗芯片成本也就越低，这需要克服
制程难度大、芯片的性能随尺寸缩小变弱
等技术难题。

近年来，瞄准Mini LED、Micro LED等
新一代显示技术，乾照光电专门成立了未
来显示研究院，吸纳30多名技术骨干，并与
高校和科研院所紧密合作，加大创新研发
力度。

作为未来显示研究院的一员，艾国齐
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快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
略”有着深刻的感悟。“作为中共党员，作为
青年技术人员，必须认真学习并充分运用
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用党的初心使命
感召自身，培养主动想干事、努力干成事的
精气神，在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磨炼意
志，获得成长，从而提升科技攻关能力，承
担更高技术难度的项目。”

“国家科技发展将步入一个新的征程，
青年技术人员也将被赋予更加崇高的使
命。身为其中一员，我倍感光荣，也必将拼
搏进取，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展现自身价
值。”艾国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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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麦克斯积极推进智能制造，图为车
间内机器人进行焊接工作。

厦门高新技术创业中心党总支组织
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火炬高新区
提供）

乾照光电工作人员在乾照光电工作人员在
生产车间进行研发工作生产车间进行研发工作。。

A基层一线掀起学习热潮 B激发干事创业强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