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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9月8日电 2022全国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大会8日上午
在江苏省南京市开幕。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
来贺信，表示热烈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中小企业联
系千家万户，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
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希望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在提升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为中小企
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
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
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

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刘鹤以视频方式出席开幕式，并宣读
了习近平的贺信。

2022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
大会主题为“专精特新 强基固链”，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江苏省人民政府
主办。

习近平致信祝贺2022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大会召开强调

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
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新华社北京 9 月 8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月7日给
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师范
生回信，对他们寄予殷切期望，
并在北师大建校120周年和第
三十八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向
该校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
祝贺和问候，向全国广大教师
致以节日的祝福。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入学
一年来，你们通过课堂学习和
支教实践，增长了学识，开阔了
眼界，坚定了到基层教书育人
的信念，我感到很欣慰。

习近平指出，北京师范大
学是我国最早的现代师范教
育高等学府，为国家培养了一
大批优秀教师。希望你们继
续秉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的校训，珍惜时光，刻苦学习，
砥砺品格，增长传道授业解惑
本领，毕业后到祖国和人民最
需要的地方去，努力成为党和
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为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
献力量。

2021年起，国家启动“中
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
向培养计划”（简称“优师计
划”），由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
与地方师范院校采取定向方
式，每年为832个脱贫县和中
西部陆地边境县中小学校培
养1万名左右师范生。近日，
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师
范生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
信，汇报入学以来的学习收
获，表达了毕业后扎根基层教
书育人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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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根键合丝，还不及头发五
分之一粗，却是半导体的关键原材
料。”9月6日，在位于烟台黄渤海新区
的烟台一诺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净化车
间里，工人们忙忙碌碌，随着机械手臂
的挥舞，一轴轴键合丝整装待发。

作为全市倍增培育企业、山东省
瞪羚企业，烟台一诺电子材料有限公
司的发展牵动着全世界的目光。公司
集研发生产销售等服务于一体，产品
包括键合银丝、键合金丝、柔性键合铜
丝、合金新型键合丝、蒸发及靶射材料
等，主要用于晶体管、集成电路等微电
子封装、半导体芯片制作等相关领域。

“我们是全球首创键合银丝的企
业。通过核心的合金化和锻造工艺
技术，键合银丝已在部分领域成功替
代了金丝，可广泛应用于IC、LED等
领域。”烟台一诺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林良介绍，“相比金丝，银丝的
优势在于相同质量标准上降低了成
本，一根不及头发五分之一粗的细银
丝，可以为下游企业节省80%以上的
成本。”

在一诺电子的展厅里，记者终于
见到了“大名鼎鼎”的键合银丝。还不
足手掌心大小的一轴键合银丝，从银
原料到问世需要经过熔铸、拉丝、退
火、绕线、包装等层层工序，最终才能
作为芯片与外部电路之间的电连接引
线和封装的关键材料，在芯片领域发
挥着重要作用。

“其实，小到每人都会使用的手
机、电视、电脑和家用电器，大到卫
星、航天飞船，都有键合丝的身影，它
好比是电子产品的‘毛细血管’，是所
有电子产品不可缺少的原材料。”烟
台一诺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宋丽娜介绍。

作为国内唯一拥有独立研发能力
的键合丝生产企业，一诺电子是日月
光、天水华天等国内外集成电路封装
巨头唯一的国内合作方，其全球首创
的键合银丝和主导研发的键合铜丝已
批量应用于市场，承担了《半导体封装
用键合银丝》行业标准和《5N高纯银》
国家标准的起草，拉丝、退火和复绕等
键合丝生产设备已开始应用于包括贺
利氏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内的键合丝生
产企业。 （下转第五版）

新华社北京 9 月 8 日电 中央军
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8日在北京八一
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
晋衔仪式。

上午11时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国
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
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
升上将军衔命令。中央军委副主席张
又侠主持晋衔仪式。

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北部战
区司令员王强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
佩戴了上将军衔肩章的王强向习近平
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
场响起热烈掌声。

晋衔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
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

华、张升民，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
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
仪式。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9 月 8 日，中央军委晋升

上将军衔仪式在北京八一大楼举

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晋升

上将军衔的北部战区司令员王强

颁发命令状。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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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小磁铁，能改变空调功率，能
驱动新能源汽车，能带动风力发电，还
能控制机器人转动……看似陌生的钕
铁硼，却关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为世界上磁性最强的永磁材
料，钕铁硼具有高剩磁、高磁能积、高
矫顽力的特点，达到永不脱磁的效
果。位于烟台黄渤海新区的烟台正
海磁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正是一家
致力于钕铁硼高端稀土永磁材料及
元器件研发和制造的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
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山东省磁
性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其综合实
力位列全球业界第一梯队。作为全
市龙头骨干型倍增培育企业及深交
所上市企业，正海磁材的发展状况一
直备受关注。

9月7日下午，记者走进正海磁材
生产车间内，只见整齐的磁体正在进
行最后的质量检验，即将装车运往理
想新能源汽车厂。

“一辆新能源汽车需要2千克磁
性材料，目前单是福海厂区一年的产
能有8000吨，能够满足400万辆新能
源汽车的使用。”烟台正海磁性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宋
侃向记者介绍。

走进公司展厅，展柜左侧摆放着
不同的稀土材料，右侧摆放着EPS电
机、汽车空调压缩机电机、家用空调
压缩机电机、智能消费电子磁钢、汽
车驱动发电机等成品。

“我们所生产出的钕铁硼永磁材
料，磁性更强，其磁性是普通磁的10
倍，具有高剩磁、高磁能积、高矫顽力

的特点。”宋侃告诉记者，钕铁硼永磁
材料是世界上目前最强力的磁铁，主
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变频空调、节能
电梯、智能电子等。“新能源产业、智能
化产业、节能产业是我们公司产品的
三大核心应用领域。”宋侃说。

目前，正海磁材生产的永磁材料销
往全球各地，稳定供应奔驰、广汽、上
汽、大众、福特、现代、格力、美的等众多
高端技术领域的头部公司。“世界前十
大汽车品牌中，正海磁材已实现9家定
点供应。市面上在售的新能源汽车中，
每3辆中就有1辆是正海磁材供应的永
磁材料。”宋侃说。 （下转第三版）

正海磁材领跑世界永磁市场，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一块小磁铁蕴含大能量
YMG全媒体记者 童佳怡 实习生 丁彦汐 通讯员 姜乾

一诺电子全球首创键合银丝，年产各类键合丝达30亿米——

一根键合丝“牵动”全世界
YMG全媒体记者 王修齐 通讯员 郭传义 姜乾

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引领未来。
作为山东省第二批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试点城市，龙口市抓住新兴产业发展机遇，
将智慧城市建设与产业经济发展有机结
合，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有
效促进城市经济和产业发展，在智慧城市
建设的大潮中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特色
之路，迎来了智能智慧时代。

以“生命体”为理念

建设“1+1+N”城市智能体

金秋九月，蔚蓝的天空下，位于龙口城
市中轴线上的华为龙口市城市智能体创新

中心双子楼，穿上了宁静雅致的盛装，昂然
耸立，英气勃发。

为加快建设宜居、智能、韧性城市，全
面开展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高城市治理
水平，塑造城市特色风貌，全面提升生活
品质和城市整体形象，华为在业内首次提
出城市智能体理念，并主张以实干精神为
先导，坚持以人为本扎实推进城市智能体
的建设落地。这一理念与龙口智慧城市
发展理念不谋而合，为智慧城市的建设指
明了方向。智慧城市建设涵盖“感、传、
知、用”等要素，恰如人体“眼、脑、手、脉”
的功能，只有城市全要素融合打通，才能
确保顺畅运行。

龙口城市智能体项目将人工智能、

5G、大数据、视频云、融合通信等技术与各
类城市应用场景深度结合，通过1套城市
基础设施、1个城市运营中心、N个智慧应
用的建设，快速提升龙口政府及行业信息
化水平，优化龙口产业发展软环境，助力新
旧动能转换。

城市基础设施包含机器视觉、通信网
络、数字平台、大数据平台、人工智能平台
等内容，实现传统“烟囱”系统的打通，是城
市智能进化的“眼睛和经脉”；城市运营中
心基于城市海量数据，实现城市态势感知、
运行监测、融合指挥、决策分析，实现城市
的可视、可管和可控，是城市的“智慧大
脑”；N个智慧应用就像城市的“手脚”，驱
动城市自动工作、协调运行、奋力前行。

华为与龙口市共同打造的集实时监
测、快速预警、主动预防和决策指挥于一体
的智慧城市运营中心，围绕城市在运行过
程中涉及的城市管理、环境保护、应急管
理、建筑工地、公共安全和为民服务等方
面，通过数据归集、智慧应用、大数据分析，
充分挖掘与发挥数据在感知城市、管理城
市方面的应用价值，建设集城市运行监测、
可视化展示、应急联动、资源调配、智能决
策为一体的综合运行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城市稳定运行的全景透视图，是城市管理
与运行的“智慧大脑”和“中枢”，让龙口更
智能。而N个智慧应用，将让龙口更高
效。龙口市携手华为，基于城市产业云平
台打造统一的交通、 （下转第三版）

发力数字经济 建设智慧城市
龙口携手华为打造数字中国、数字山东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新样板

YMG全媒体记者 王军华

本报讯 9月8日下午，市委
副书记、市长郑德雁主持召开市
十八届人民政府第19次常务会
议，研究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

会议研究了疫情防控工作。
指出，疫情防控工作一时一刻也
不能放松，要坚持“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
方针不动摇，切实抓好疫情应急
处置，严格落实来烟返烟人员查
验行程信息、核酸检测和重点人
员闭环管理等规定，扎实做好中
秋、国庆假期以及学校、冷链专
仓、重大展会活动等领域疫情防
控工作，压紧压实“四方责任”，筑
牢疫情防控严密防线。

会议研究了《关于进一步完
善城市更新工作体系和推进机

制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强
调，要深刻把握城市更新集约
型、内涵式发展方向，坚持系统
观念，构建规划管理体系、项目
推进机制、法规政策标准等顶层
设计，全面做好城市体检工作，
加快城市更新试点项目建设，统
筹推进城市更新、新城建、海绵
城市国家试点，注重导入新产业
新业态，完善城市功能、美化人
居环境、激发城市活力，持续提
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会议研究了加快人力资源
服务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指
出，人力资源服务业是实施人才
强市和就业优先战略的重要载
体，要加快建设人力资源服务产
业园平台，大力发展人才寻访、
人才测评、 （下转第二版）

市政府召开
第19次常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