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30日，北京新机场航站楼钢结构
顺利实现封顶。至此，北京新机场航站楼
钢网架搭建完毕，凤凰展翅飞翔姿态跃然
呈现。

自 2014 年 12 月 26 日飞行区工程局
部开工、2015 年 9 月 26 日航站区工程开
工以来，北京新机场建设按计划稳步推
进，各项工程进展顺利。其中，航站楼混
凝土主体结构已于 2017 年 3 月 16 日封
顶；6月30日封顶的航站楼钢网架结构由
支撑系统和屋盖钢结构组成，形成了一个
不规则的自由曲面空间，总投影面积达
31.3 万平方米，大约相当于 44 个标准足
球场，总重量达到 5.2 万多吨，结构复杂，
施工难度极大，被称为“钢结构施工难度
的世界之最”。

为攻克钢网架质量标准高、精度要求
高、多工种多工序交叉作业协调难度高、
安全管理难度高以及工期紧等方面的难
题，建设方经过周密论证、精细模拟，按照

“分区施工、分区卸载、总体合龙”原则进
行，对不同分区、部位采用吊装、滑移、提
升等多种方法，特别是采取了“计算机控
制液压同步提升技术”。该技术系统由钢
绞线、提升油缸集群、液压泵站、传感检
测、计算机控制和远程监视系统等组成，
通过计算机控制的液压同步提升系统，平
稳地把钢网架提升到指定位置，提升精度
差控制在±1毫米以内。

实际上，不仅是这次航站楼钢结构的
顺利封顶，自 2015 年机场航站区工程开
工以来，北京新机场始终以“引领世界机
场建设、打造全球空港标杆”为主线，在航
站楼设计、跑道构型、功能流程、综合交
通、空管运行、绿色环保等方面创新运用
新理念、新技术，多项工作开创了民航机
场建设的先河。

为保证航站楼结构的抗震安全，新机
场采用先进的组合隔震技术，设置 1232
个橡胶隔震支座和弹性滑板支座，大幅提

高了航站楼结构的抗震性能，有效降低了
底部轨道震动对上部结构的影响，解决了
超大超长混凝土结构裂缝控制的技术难
题，成为目前国内最大的隔震建筑。

在跑道构型方面，本期建设的 4 条跑
道采用“三纵一横”全向构型，在国内尚属
首次，是新机场飞行区规划设计的创新性
实践。“三纵一横”构型适合京津地区的空
中运行特点，为空管运行提供了多种可行
方案，减少飞机空中运行时间和地面滑行
距离，并减少对周边区域的噪声影响，是
实施绿色机场建设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根据计划，新机场航站楼将于 2017
年底实现封顶封围；2018 年底实现新机
场主体工程完工，2019 年建成通航。目
前，北京新机场建设指挥部正在着力推进
各项工作，确保2019年新机场顺利通航，
将北京新机场建设成为国际交往中心功
能承载区、国家航空科技创新引领区和京
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

北京新机场航站楼钢结构实现封顶，攻克“钢结构施工难度的世界之最”——

钢 铁“ 凤 凰 ”展 翅 欲 飞
本报记者 冯其予

2017 年高校毕业生
总数预计达到 795 万，增
量与增幅均超往年。面
对这样的形势，毕业生应
该就业还是创业？在近
日召开的中国新闻社主
办、首都师范大学协办的

“国是论坛——就业季·
创业季谁更难”论坛上，
业内专家认为，创业与就
业并非截然对立的关系，
而是紧密相连的概念，大
学毕业生亟需提升就业
创 业 能 力 、提 升 综 合 素
质，以适应目前的劳动力
市场。

从《2017年中国大学
生就业报告》来看，毕业
半年后自主创业的 2013
届本科毕业生有46.2%的
人3年后还在继续自主创
业。根据公益组织 YBC

（中 国 青 年 创 业 国 际 计
划）统计，目前我国青年
首次创业的成功率不足
10% 。 不 难 看 出 ，就 业
难，但创业的形势也不容
乐观。那么，大学毕业生
应当如何充分准备、正确
选择？

事实上，毕业生最急
需的是要认清自己，不要
过分推崇创业，也不要轻
视就业，不管创业就业，
都 是 在 为 社 会 创 造 价
值。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并非人
人都能创业，判断是否适合创业有很多刚性指标。比
如是否具备使命感，真的以创造社会价值为己任。

“在英国，有一个国家创业教育的质量标准，该标
准将创业界定为：运用创新技能，通过针对性地建立和
发展组织机构，发展并创造机会。”教育部教育发展研
究中心副主任韩民认为，创业最根本的是创造能力，创
业的过程一定是创造创新的过程，虽然不是每个学生
都适合创业，但从核心能力培养来看，21 世纪的人才
应该具备基本的创新、创业能力。

大学毕业生的能力比专业更重要，几乎成为专家
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招聘时，对于专业对口并不
那么看重，而是看应聘者的能力结构，除了专业之外，有
没有优秀的通用能力以及个性品质成为企业关注的重
点。”首都师范大学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主任刘锐说。

怎样界定就业创业时的通用能力？什么能力是创
业就业中最应具备的素质？清华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史
静寰表示，“创业就业中，很多学校直接对接劳动力市
场，定单式培养了许多掌握具体技能的学生，这也是一
种误区。没有任何一种岗位可以保证永远存在，因此
我们更要注重培养可迁移的技能，保证这个岗位没有
了，你还有可以随便变换工作的能力”。

61 岁的梁其斌博士曾在美国知名药企工作过 20
多年。回国后，他在烟台开发区创办了山东省第一个
第三方新药研发企业。

如今，在烟台开发区像梁其斌这样的高层次人才
已形成集群效应。350名“海归”与40名国家“千人计
划”专家、37名“泰山学者”并肩创新创业，担当推进新
旧动能转换的“特种兵”。

烟台留学生创业园区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牟晓告诉
记者，一大批“海归”有力促进了当地高新技术产业的
发展，形成了世界首例血管内皮抑制素抗肿瘤新药“恩
度”、世界首创可降解人工神经修复材料、打破国外技
术垄断的环氧结构胶等一大批“高精尖”技术成果。

为补足人才环境短板，烟台开发区坚持以创新带
创业，大力支持高层次人才创办高科技企业。从人才
引进、扶持鼓励、管理服务等方面，提出一揽子高含金
量政策，推动高层次人才和团队来区设立企业，实现了
创新成果就地产业化。来烟台开发区创新创业，具备
世界一流水平、对当地产业发展有重大影响、能带来重
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创新创业团队，经评审，政府
会给予 1000 万元至 2000 万元的资金扶持；国内顶尖
水平、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创业团队，可获得500万元
至 1000 万元的资助；国内先进水平的创新创业团队，
将得到 300 万元至 500 万元的支持。同时，烟台开发
区设立财政引导基金，借助专项资金优势，让引导基金
参股中小创新企业，与企业一起发展。

山东烟台开发区：

多措并举吸引高端人才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马双军

创业就业

，能力比专业重要本报记者

李

景

7 月 3 日，第十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
暨首届官洲国际生物论坛开幕，美国科
学院院士、人类基因组计划创始人之一
查尔斯·坎托，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姚新生，华南生物医药研究院院长裴雪
涛等国内外生物医药领域专家齐聚广
州，论道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记者从论
坛上了解到，预计到 2025 年，广州生物
医药产业规模将达1万亿元。

大手笔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源于今
年初广州宣布实施的一项“IAB”战略
——即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informa-
tion Technology）、人 工 智 能（artifi-
cial intelligence）、生物制药（biophar-
maceutical）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若
干个千亿级产业集群，进一步提升城市
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的重大布局。

广州高新区正是“IAB”战略实施的
主战场。高新区正全力打造“IAB”产业
集群：在信息技术领域，中国电信创新孵
化南方基地、中国联通互联网应用创新
基地等一批龙头项目迅速推进；在广州
机器人产业园，聚集了国家机器人检测
与评定中心（广州）、中国（广州）智能装
备研究院等专业研发平台以及广州数
控等一批龙头企业；百济神州、赛默飞等
生物医药项目纷纷落户⋯⋯创新的种子
正在产业的沃土里生根开花。

新一代信息技术——

向高质高端高新发展

广州高新区以大项目带动的方
式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现集
群式发展

日前，广州高新区内的北斗产业园
里传出好消息：有“北斗导航装备研制专
家”之称的广州海格通信集团又推出了
重磅新品——北斗高精度“20 厘米车道
级”导航软件。通过与新兴互联网汽车
企业小鹏汽车合作，这套自主研发的导
航系统很快将为中国人自己的智能驾驶
汽车配套。

“发展自主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非
常重要。掌握核心技术，才能从追随者
变为引领者。”海格通信集团副总工程师
江俊锋告诉记者，海格通信通过建设北
斗产业园项目，聚集上下游企业，发展起
了较为完备的北斗产业布局，形成了“芯
片—模块—天线—整机—系统及运营”

的全产业链。
北斗产业园是广州高新区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集群式发展的写照。近年
来，高新区依托新型显示产业基地、北斗
导航产业园、腾飞科技园、广东软件园等
科技平台，以大项目带动的方式推动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现集群式发展。目
前，全区共有规模以上电子及通信设备
制造业企业 106 家。2016 年，电子及通
信设备制造业实现产值 2302 亿元，在新
型显示、电子元器件、网络通信 3 个领域
具有较高集中度，聚集了乐金显示、京信
通信、广电运通、威创视讯、创维平面、视
源电子等一批龙头企业。

“大项目带动的一个突出案例是
LG8.5 代面板项目。该项目带动了上下
游十多家高技术企业进驻，对整个平板
显示产业起到了很强的带动作用，除推
动新谱电子、创维平面显示等整机厂快
速增长外，也带动了视源电子等显示芯
片设计企业的爆发式增长。未来几年，
平板显示将形成超过 1000 亿元的产
值。”广州高新区政策研究室主任陈永品
介绍。

陈永品表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虽然渐成规模，但也存在一定的短板，比
如被喻为“工业粮食”的集成电路整体实
力偏弱，在高端制造领域仍处于空白阶

段。“下一步，我们将通过政策创新加速
新一代信息技术向高质、高端、高新方向
发展。”陈永品说。

人工智能——

积极提升专业化水平

广州高新区引进和培育了一批
智能装备及机器人龙头企业，形成
了完整产业链条

亿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打造了全球
最 容 易 操 控 的 智 能 无 人 机 GHOST-
DRONE 2.0，首创通过手机APP智能一
键式操控、阿凡达体感飞行、VR 眼镜技
术相结合的沉浸式航拍体验，让每个人
都能享受到无人机飞行的乐趣。

亿航的 GHOSTDRONE 系列全面
入驻微软、亚马逊、京东、天猫等线上电
商渠道和全球逾千家实体店，用户遍布
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去年，亿航
在广州高新区建设了全球研发、运营、结
算的总部基地。

最近两年，越来越多像亿航这样的
人工智能龙头企业选择落户广州高新
区，他们看重的是这里日趋完善的产业
链条和日渐增强的科技支撑能力。

“高新区的人工智能产业主要集中
在智能装备和机器人方面。”陈永品称，
高新区大力培育智能装备及机器人等产
业集群，引进和培育了一批行业龙头企
业。目前，全区已聚集智能装备及机器
人企业 70 多家，形成了从上游关键零部
件、中游整机到下游应用集成的完整产
业链条，并拥有中国（广州）智能装备研
究院、清华珠三角研究院等多家专业研
发机构。2016 年产值 154 亿元，连续 5
年保持 16%的复合增长率，成为引领产
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

围绕到 2020 年实现产业规模翻两
番达到 500 亿元的目标，高新区正积极
引进智能装备重大产业化项目。目前，
已达成合作意向的不仅包括瑞典 ABB、
日本发那科等全球机器人产业巨头，还
有国机集团、新松、日松、科德、华鼎等国
内机器人知名企业。

如何进一步提升产业集聚度和园区

专业化水平，是广州高新区目前考虑的
重点。陈永品表示，高新区将结合区域
经济发展状况，研究制定适合自身条件
的智能化发展路径。同时，积极促进产
业链各方在技术和商业模式上进行密切
合作和大胆创新，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

生物医药——

致力掌握核心技术

广州高新区建成涵盖生物医药
研发试验、中试和检验检测环节的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体系

在本届官洲国际生物论坛上，广州
金域医学检验集团首席科学官于世辉介
绍，金域医学检验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第
三方医学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获
得了 50 多个国家认可，目前在内地及香
港共设立了 34 家中心实验室，可检测项
目多达 2300 余项，年检测标本量超过
4000万例。2016年，该公司实现产值超
过32亿元。

如今，广州高新区已聚集了一大批
像金域这样的生物医药民营高新技术企
业。它们致力于掌握自主核心技术，奋
力成为同行中的先导型和领军型企业。
目前，高新区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领域
已汇聚 1000 多家企业，产业规模达 500
多亿元，形成了以生物制药、医疗器械、
保健食品、现代中药、再生医学、健康服
务为主导的产业体系。

为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进一步聚
集发展，广州高新区制定并实施了针对
生物医药产业的“五大提升计划”，即
推动企业创新能力大提升、孵化载体建
设大提升、国际科技合作大提升、高端
人 才 集 聚 大 提 升 和 产 业 发 展 环 境 大
提升。

目前，广州高新区龙头企业共创建
生物医药专业孵化器集群 18 个，专业
孵化器内设有实验动物公共服务大平
台、中药提取关键技术平台、抗体药物
关键技术平台、再生医学公共技术服务
平台等，形成了涵盖生物医药研发试
验、中试和检验检测环节的公共技术服
务平台体系。

广州高新区着力打造以信息产业、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为核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让“IAB”产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庞彩霞 郑 杨

广州明珞汽车装备有限公司研发的北汽银翔底板及主线柔性生产线。 本报记者 郑 杨摄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是国内首家拥有美国 CAP 和 ISO15189 双认可的第三方
医学实验室，出具的检验报告得到50多个国家认可。 本报记者 郑 杨摄

随着最后一榀钢网架吊装拼接完成，
北京新机场航站楼钢结构实现封顶。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本报讯 记者佘惠敏报道：国家科技评估中心与
科睿唯安日前在京联合发布《中国国际科研合作现状
报告》。

该报告基于中国国际科研合作的论文数据，依托
文献计量学的方法，结合科研与管理专家的观点，深入
剖析与解读了 2006 至 2015 年间中国科研国际合作，
在国别、区域与国际组织、学科、国内国际机构间合作，
以及大规模国际科研合作等方面的现状与趋势。

报告显示，中国国际合作论文发文量2015年达到
7.1 万篇，是 2006 年的 4.4 倍，中国跃升为第三大国际
科研合作学术产出国。中国国际合作科研论文发文量
最大的 5 个学科是化学、物理学、工程学、临床医学和
材料科学，其国际合作规模均显著高于其他学科，呈现
出较好的影响力。

《中国国际科研合作现状报告》发布

中国成为第三大国际科研合作学术产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