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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工业机器人
产业（军民融合）联盟揭牌
7 月 13 日，陕西军工智能制
造及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推进
会在西安航天基地召开。这 次
推进会由陕西省国防科工办、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
究院主办，西安航天基地管委
会、航 天 九 院 16 所 协 办 ，陕 西
省国防科工办主任原忠德主

持。陕西省政府副秘书长张宗
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工程
师龚波，航天基地党工委委员、
管委会副主任蒋阳，管委会副
主任张焱出席大会。
张宗科和龚波为陕西工业
机器人产业（军民融合）联盟揭
牌。陕西工业机器人产业（军民

融合）联盟依托航天科技九院第
16 研究所工业机器人技术及产
业发展成果，由西安国家民用航
天产业基地管委会、西安交通大
学、陕西省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中国航天科技五院西安分院、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陕西渭河工模具有限公司、
西

安微电机研究所等 8 家单位共同
发起成立，相互协作，发挥人才、
技术、装备、产品优势，共同打造
陕西省工业机器人产业集群，推
动产业快速发展，为国防现代化
建设和地方经济发展作出新的
贡献。
通讯员 聂向向
（下转二版）

杭州绩优投资到访航天基地
7月11日下午，
杭州绩优投
会备案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中国
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颖在
投资协会股权和创业投资专业
航天基地参观考察，
航天基地党
委员会常务理事单位，
目前是杭
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张驰会
州最大的民营投资机构，
管理资
见并座谈。管委会副主任李岩、 产2000亿元。
孵化器公司负责人、
西安希德电
刘颖对西安未来的发展趋
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势非常看好。她表示，
西安作为
恒参加座谈。
“一带一路”
沿线的重要城市，
承
座谈会上，
双方就未来在产
担着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
自主
业投资、基金合作、产融合作等
创新示范区等多个“国字号”试
方面展开深入交流。刘颖介绍， 点、示范创建任务，是中国自由
绩优投资是中国证券基金业协
贸易试验区的主体和核心区，
是

理想的投资洼地，
浙江投资机构
目前对西安这片福地充满了热
情及兴趣。希德电子近年来发
展迅速，
在业内受到众多投资人
的关注与青睐，
希望以此次交流
为契机，
与航天基地区内企业乃
至西安的高新技术企业开展深
入交流合作。
张恒表示，在航天基地的
大力支持下，希德电子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为了加大融资，
为企业企业做大做强注入新鲜

血液，期待能够与杭州绩优达
成合作。
张驰指出，
当前西安市处于
发展的黄金机遇期，
西安与浙江
互动交流不断，
这是好现象也是
好机会。航天基地很乐意与浙
江、
上海等先进地区企业达成合
作，为区内企业提供产业投资、
基金合作、
产融合作等多方面的
服务，帮助企业健康快速发展，
最终实现多方共赢。
通讯员 张帆

张驰会见汇景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李伟斌
7 月 12日，
汇景国际集团董
事局主席李伟斌到访航天基地。
航天基地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
任张驰会见，
双方就加强通用航
空产业合作等事宜达成系列共
识。招商二局负责人参加会见。
招商二局负责人介绍了航

天基地产业特色、
区位优势，
重点
介绍了
“空、
天、
信”
特色产业发展
情况，
推介了通航产业园及空天
小镇（通航小镇）项目。李伟斌深
受振奋，
航天基地发展特色独具、
基础良好，
希望双方能够在通用
航空、
军民融合、
特色小镇建设等

领域，
开展更深入广泛的合作。
张驰对汇景国际集团到访
表示欢迎。他指出，
当前西安市
正在努力实现追赶超越，
航天基
地面临新形势、新机遇，着力依
托航天、京东等龙头项目，全力
推进
“军民融合、产城融合、产融

融合、双高融合（高科技产业、高
端服务业）”等四个融合发展。
双方在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
务业发展方面理念契合、优势互
补，
希望双方在前期良好沟通基
础上，
进一步深入策划具体合作
事宜。
通讯员 袁志峰

张驰给一线执法人员送清凉
近期，
进入
“三伏天”
，
古城西
安迎来持续高温天气。7 月 12 日
下午，
航天基地党工委副书记、
管
委会主任张驰来到东长安街渣土
车检查点，
看望慰问坚守高温一线
的城管、
交警及公安处突支队工作
人员，
为他们送来夏日清凉。
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刘顺利，管委会副主任闫宏一同
慰问。
在慰问现场，张驰为一线工
作人员送去酸梅粉、清凉油等防
暑降温物品，还亲切询问了执法
人员的工作生活情况，对他们在

高温天气下坚守岗位的高度责任
感给予充分肯定。同时，
叮嘱大家
在干好工作的同时，
特别要做好高
温天气的防暑降温工作，
要注重身
体健康，
合理安排作息。
委领导的关心和问候让执法
人员深受鼓舞，
大家纷纷表示，
将
继续发扬不畏高温、
吃苦耐劳的航
天城管“铁军”精神，立足本职岗
位，
以实际行动努力工作，
为积极
维护辖区市容环境整洁，促进基
地发展作出贡献。
通讯员 孙栋
丁浩然 摄

芬，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问候
和温暖。
逯雁春关心他们的身体情
况，详细了解了他们的生活及家
庭情况，要求所在支部关注他们

逯雁春以普通党员身份
参加支部组织生活会
7 月 14 日，宣传策划局党支部围绕
“追赶超越当先锋、打造铁军作表率”
为主
题，
以
“奥凯问题电缆”
事件为反面教材，
召
开专题组织生活会，
基地党工委副书记逯
雁春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
会上，
集中学习了《关于推进
“两学一
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实施方案》，
重温了相关党纪党规。随后，
全体党员紧
扣
“两学一做”
内容，
逐一开展批评与自我
批评。逯雁春以《结合
“两学一做”
学习教
育，
做好新形势下宣传工作》为题为全体党
员讲授一堂生动的党课。
逯雁春强调，
集中学习是唤醒党员意
识的生动实践，
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是永葆党员先进性的
根本要求。我们要以“奥凯问题电缆”事
件为鉴，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实增强
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做好宣传工作，
要提
高政治站位，严守政治纪律；要有敏锐洞
察力，
创新开展工作；
要有理有节宣传，
增
强宣传针对性。
通讯员 王行丽

航天基地召开
铁腕治霾工作促进会
7 月 12 日，
航天基地组织召开铁腕治
霾工作促进会，
安排部署近期铁腕治霾工
作，
促进铁腕治霾工作深入化、
细致化。会
议由基地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顺
利主持，
管委会副主任闫宏，
铁腕治霾领导
小组各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
闫宏传达了市领导对铁腕治霾
暗访情况的通报。刘顺利要求，各成员单
位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铁腕治霾工作，
要将铁腕治霾工作拿在手上、看在眼里、
放在心上，切实把这项工作抓好、抓实。
环保、执法、交警等部门要结合目前臭氧
污染的问题，狠抓散煤燃烧整治、餐饮油
烟污染、小汽修喷涂和低速载货车整治
等工作，要反复抓、抓反复，确保整治效
果不反弹。各成员单位要以全市铁腕治
霾专项督查工作为契机，以网格化为抓
手，深入细致开展基地铁腕治霾各项工
作，
确保执法监督到位、政策宣传到位、措
施落实到位。
通讯员 何康

蔡虹建设工地送清凉

逯雁春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
7 月 14 日 上 午 ，基 地 党 工
委副书记逯雁春来到西安热电
供热公司党支部、长安区北里
王骨科医院党支部，看望慰问
了生活困难党员李小其、司芬

航天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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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常生活，
多为他们办实事、
解
难 题 ，把 党 的 关 怀 落 到 实 处 。
逯雁春勉励两名党员振奋精
神、克服困难，在党组织的帮助
下积极工作，改善家庭生活条

件 ，同时希望他们在岗位上尽
职履责作出表率，以实际行动促
进所在单位的发展，为基地追赶
超越出力添彩。
通讯员 王小强

7月7日，
航天基地管委会副巡视员蔡
虹前往航天六院新能力建设项目部、中天
引控建设项目部、通航机场建设项目部等
建设工地，
慰问冒着高温坚持工作的广大
职工。
蔡虹来到每一处建设工地，
亲手把毛
巾、
白糖、
酸梅粉、
藿香正气水、
饮料等防暑
降温用品一一发放到工人手中，
并检查了
工地安全施工情况，了解 工 人 工 作 、饮
食、休息时间，并指出高温季节一定要
确保施工安全，防止中暑等事件发生，
科学调整作息时间，
尽量改善工作环境、
工
作条件，
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确保职工平安
度夏。送清凉活动受到了广大职工的热烈
欢迎。
通讯员 潘德军

主办：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管理委员会 编印：
《西安航天基地报道》编辑部 联系地址：西安航天中路369号 官方网址：www.xcaib.com.cn 新闻热线：
（029）85688734 85688738 投稿信箱：htjdbd@163.com 责编：贺万鑫 美编：高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