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安区五类百强企业联合会出版 投稿邮箱525653940@qq.com 宝安区五类百强企业联合会出版 投稿邮箱525653940@qq.com

活动风采A05

天使在人间 新春温暖行
 ——宝安区五类百强企业联合会新春慈善慰问

搭建政企对接平台 宝安区人才政策宣讲会成功举办

公益慈善捐赠琅琊榜（排名不分先后）

啊啊春节期间，按照宝安区委区政府对区五类百强企业联合会的发展
要求，区经济促进局企业服务中心积极倡导筹划，区五类百强企业联
合会五个工作委员会之一的公益慈善委员会发起组织了区五类百强企
业开展“天使在人间新春温暖行”为主题的慈善慰问活动，向宝安区
社会福利中心孤儿院的孤儿和残疾儿童捐助物资和善款，并进行探访
慰问，拉开了宝安区百强企业回赠关爱宝安民生的公益慈善序幕！

啊  2016年12月29日下午，由宝安区经济促进局、宝安区科技创新
局主办，宝安区五类百强企业联合会承办的人才政策宣讲会在宝安
海关大厦4楼会议室举行。

啊啊人才是第一资源，是产业发展之本。宝安区作为工业大
区正面临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发展和培养人才更是重中之
重。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发展，努力为
高层次人才提供更好的发展、创业、研究环境。
啊啊人才政策宣讲会的举办不但为广大企业和个人解答了人
才政策方面的相关信息，更帮助企业在人才申报的过程中避
开误区、少走弯路，提升企业人才申报的效率。

啊啊在宝安区经济促进局和宝安区五类百强企业联合会的共同组织
下，会议共到场150余人，近一百家宝安企业参加了本次宣讲会。
啊啊今天是深圳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但却依然抵挡不住企业的热
情，纷纷积极参加人才政策宣讲会，了解人才政策、为做好高层次
人才认定申报工作做好准备。

啊啊在宣讲会上，区经促局和区
科创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先后对产
业类人才政策和科技创新类人才
政策的相关认定工作、补贴标准、
资助事项等相关政策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解读。

啊啊作为高层次人才聚集的区五类百强企业，更是需要了解
人才政策和人才申报的相关准则。为此联合会在接到区相关
部门的通知后第一时间通知会员企业，通过电子邀请函、邮
件邀请、电话邀请等多种方式将宣讲会的信息传递给会员单
位。宣讲会到场会员企业近60家，共80余人参与了本次宣讲
会。

啊啊会后，各企业代表踊跃提问，就企业高层次人才评定标
准、申报人数、申报方式等多个认定申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向相关人员进行了咨询。

(宣讲会上人气爆棚)

(现场答疑环节)

啊啊在此，我们对参与捐赠的各位心怀大爱的企业和企业
家表示由衷的感谢，因为宝安区百强企业的无私和慷慨让
福利中心300多个孩子能够度过一个温暖不寻常的春节。
同时也感谢那些关注和支持本次活动的会员单位，百强
联合会公益委员会还将于今年举行一系列宝安五类百强企
业关爱宝安民生福利活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啊啊通过慈善公益活动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
，关爱宝安区孤苦儿童。本次活动的成功彰显了宝安区五
类百强企业的仁德之心、慈善之心，体现了宝安区优质企
业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伟大城
市，“滨海宝安、产业名城、活力之区”，百强企业家以
慈善传承爱心，用行动温暖社会，以时代领航者的姿态撑
起社会责任的大旗。

深圳市三诺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广兴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倍通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世纪机械有限公司
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欣旺达慈善基金）
深圳市鑫荣懋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裕同慈善基金委员会）
深圳市宝安区保安服务公司
深圳市百纳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拓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先进半导体材料（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拓高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兆威机电有限公司
深圳市百佳华百货有限公司

大爱无疆，感谢以上单位的倾情付出和无私奉献！

啊啊2017年1月19日上午，受宝安区五类百强企业联合会会长深圳市三
诺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雄的委托，联合会公益委员会主席深圳市
广兴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黄耀文、深圳市倍通供应链服务有限
公司总裁彭自美、区企业服务中心主任（联合会秘书长）陆奕斌一行
及联合会会员代表对福利中心进行了探访慰问。

啊啊探访活动中，黄耀文董事长和彭自美总裁代表联合会向宝安区社
会福利中心赠予10万元现金用于购买残疾儿童需要的相关辅助器械，
同时，参与本次慰问活动的企业代表还向福利中心赠送了近十万元的
紧缺物资，多为福利中心当下最为紧缺的儿童食品、学习用品、电器
设备等。本次公益慰问活动向福利院捐赠现金和物资总额近20万元。

啊啊本次活动由五类百强企业联合会会长单位三诺电子有
限公司和区企业服务中心筹划，以深圳市广兴源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深圳市倍通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会
公益委员会为主导，联合会秘书处紧密配合进行。活动筹
备期间，联合会公益委员会和秘书处与社会福利中心进行
了多次沟通，根据福利中心的实际需求制定活动方案；同
时在联合会会长和副会长单位的指导下，秘书处和公益委
员会以更紧缺、更实用、更有效的原则向广大会员企业征
集捐助物资，聚集宝安五类百强企业爱心，反馈回赠宝安
社会，满足福利中心孩子们的日常实际需求。

1.为了扩大联合会社会影响力，助力会员企业提升品牌形
象，联合会将联合深圳广电宝安频道、宝安日报进行系列
专题报道。
2.四月中旬，联合会开始开展走进街道系列活动，第一站
为“宝安智造 扬帆福海”走进福海街道，尽情期待！
3.四月下旬，“工业品牌引领提高供给质量”之聚焦“宝
安智造”主题沙龙召开，联合会邀请区内知名智造企业专
家分享先进制造业的品质监管和技术发展经验，诚邀您到
场交流！
温馨提醒：五大委员会的各项活动将陆续展开，精彩活动
不断，期待您的参与！详情请留意联合会官网
（www.ba500.org）和微信公众号推送！
微信公众号图片

（更多精彩请扫描上方二维码获取）

啊啊经过周末加班紧张筹划，活动发起后一呼百应，多家
会员单位踊跃报名，通过自主购买物资、利用自有资源、
提供资金支持等方式积极响应慈善捐赠。在不足一天时间
里，企业认捐物资和资金总额超过接近20万元，远远超过
原先预期捐赠5万元物资的近四倍。除了参与认捐的15家
企业外，还有会员企业不断对慈善活动进行咨询，表示愿
意为慈善事业贡献力量。为保证慈善资源的合理、有序、
规范和持续使用，避免资源太过集聚，联合会不得不紧急
叫停捐赠活动。

(区经促局、区科创局相关
人员耐心解答企业问题)

四月活动预告：

会员资讯A08

华讯方舟联手宝安、微软共建教育信息技术
生态产业联盟中心

倍通供应链与Ezbuy
新加坡航线正式启动

宝企走出国门 航盛集团法国办事处成立

欣旺达与国金汽车、陕西通家签订合作协议

啊啊去年10月28日，华讯方舟联手宝安区政府、微软
（中国）有限公司在宝安区共同建设中国（深圳）微软教育
信息技术生态产业联盟中心（简称“联盟中心”），将打造
一个具备世界水准的智慧教育生态系统。

啊啊“联盟中心”位于宝安区西乡街道臣田工业区22栋，由
宝安区政府、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

啊啊近日，经过数月紧锣密鼓的筹备，航盛集团法国办事处
正式宣告成立。航盛集团致力于掌握汽车电子核心科技并运
用于客户，经过20余年的发展、沉淀，成绩斐然。在国内，
航盛不单在市场领域占据了可观的份额，而且在行业发展层
面，更是成为了众多合资车厂，如东风日产、神龙、南北大
众等的战略合作伙伴。近年来，基于国际知名车厂对航盛产
品的持续高度认可，航盛走出国门已成大势所趋。

啊啊欣旺达近日发
布公告称，3 月17 
日，公司与国金汽
车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金
集团”)在山东省
淄博市签订了《设
立新能源汽车动力
蓄电池Pack合资公
司合作协议》，双
方一致同意在淄博
发起设立新能源汽
车动力蓄电池
 Pack 合资公司，
主要从事新能源汽
车动力蓄电池 Pack
 产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及其他与上述
主营业务相关的商
业活动。

啊啊自2015年在法国PSA Vélizy研发中心成功举办航盛专场
技术展以来，航盛接连取得PSA全球的显示屏、收音机等多个

啊啊公司表示，本次协议签订将建立双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促成双方电动汽车电池产业链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实现合作
共赢，将有利于增强双方的市场竞争力；对公司电动汽车电池
市场开拓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啊啊同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欣旺达电动汽车电池有限公司与
陕西通家在山东省淄博市签订了《关于物流车战略合作的框
架协议》。双方一致决定就新能源汽车产业结成全面、紧密、
深入的战略合作伙伴。

啊啊据公告，陕西通家计划2017 年使用欣旺达电动汽车动力
电池系统配套20000 辆电动物流车。公司表示，合作将增强
欣旺达电动汽车电池系统方案解决能力，加速欣旺达电动汽
车电池业务拓展。另外，本次战略合作通过后续的具体合作
协议加以落实，并具有一定业务规模，具体项目建设的开展
将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项目，因此在法国组建团队已成为航盛与客户共同的迫切需
求，法国办事处应运而生。航盛法国办事处的成立将致力于
为PSA、雷诺等法国本土车企提供工程支持、项目管理、质量
控制、物流管理和售后全方位、快速的本地化服务，做到积
极响应合作伙伴的需求，并提出有价值的创新和改善计划。
办事处所有员工全部受过中法两国高等教育，可以熟练使用
中法英三国语言，大家对民族工业怀有共同的自豪感，渴望
在航盛这艘国际汽车电子行业的航母上乘风破浪，共创辉煌。

啊啊航盛集团一直居安思危，不曾停止创新的步伐。2015年
航盛通过在PSA集团举办的航盛技术专场，向PSA展示了我们
出众的技术实力，同时也让航盛品牌在欧洲汽车界获得了前
所未有的关注。据此契机，航盛集团更加迫切的希望开拓欧
洲广阔的汽车市场。因此，法国办事处肩负着航盛重大的使
命：在做好现有项目的同时，积极响应集团国际化战略目标，
开拓市场，努力从雷诺、大众、斯柯达等汽车集团取得订单，
让航盛的产品在欧洲打开一片天地。航盛集团高层曾多次到

啊啊近日，APP“宝安通”3.0版正式上线，该APP首页增加
八大功能便捷入口，可语音搜索，使宝安市民办事更快捷、
更智能。承接建设该APP的，是宝安区一家高新科技企业
——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深圳）微软教育信息技术生态产业联盟中心
的工程师在进行平台调试。)

（法国办事处核心团队）

啊啊记者从华讯方舟了解到，“联盟中心”将建立设备与应
用展示中心、未来教室体验中心、高新技术实训中心、创新
项目研发中心、合作企业办公中心以及商务洽谈与服务中心
（“六大中心”），并搭建教育联盟运营平台和创新项目孵
化平台（“两大平台”）开展工作。吸引教育生态体系中的
众多企业、厂商及合作伙伴加入联盟，获得联盟成员资格
（以下简称“联盟成员”）。

啊啊欣旺达成立于1997年12月，注册资本12.4亿元，扎根于
宝安石岩发展已有20年，于2011年4月在创业板上市
（300207），是创业板第一家以“锂电池模组整体研发、制
造及销售”的上市企业，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先后评为
2015年中国电池百强企业(第7位)，2015年深圳市工业百强
(第38名)，2016年中国电子信息百强(第79名)、2016年广东
省制造工500强（第53名）、宝安区慈善百强企业等荣誉，
并获得了2015年深圳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公司目前综
合规模处于国内锂电池产业的前三名，是宝安区新能源产业
的领军企业，并成为宝安区上市企业的标杆之一。公司主营
业务，分为五大产业群：
（1）3C类电池及智能终端产品
（2）汽车电池及动力总成
（3）储能电池系统解决方案及能源互联网
（4）自动化和智能制造
（5）实验室检测服务

啊啊“联盟中心”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五大方面，一是设备与
应用展示：结合微软全球教育展示中心和微软全球未来教室
经验，建立深圳面向全球的创新设备和应用展示。

啊啊二是打造智慧教育应用生态系统：通过吸引、对接全球
教育设备及应用合作伙伴及客户，协助深圳建立智慧教育应
用生态系统。

啊啊三是高新技术实训：基于教育在“云+端”战略的未来
方向，针对云计算、移动应用、大数据、Windows10、
Office365、教育物联网等方向面向联盟成员和合作院校提
供实训和实践平台。

啊啊四是教育设备与应用研发：对接全球教育客户资源需求，
支持和促进联盟成员合作定制生产，在法律法规政策允许范
围内提供从设备到教育应用的整体服务。

啊啊“联盟中心”将通过产、学、研联盟的方式，依托微软
（中国）有限公司在深圳智能硬件产业链的影响力，结合深
圳电子设备生产制造的优势，打造面向全球教育的智慧教育
和智能教学设备的产业链及生态系统。借助这个产业链及生
态系统，“联盟中心”将在宝安区10所示范学校重点推广和
部署微软的Azure云和Office365系统，打造一个在全国范围
内高强度和高密度的示范学校集群，以及一个智能教学和智
慧教育的样板。

司三方合作运营，致力于建造一个横跨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
的绿色生态链，将通过“云”到“端”的智慧教育和智能教
学解决方案与集成应用形成对智能教学和智慧教育设备的需
求拉动；同时又通过吸引与引导智能硬件研发与制造厂商转
向教育领域，并专门针对智慧教育和智能教学进行产品创新
与转型升级，以形成对教育领域的、新的有效供给与持续服
务。

啊啊与此同时，“联盟中心”还将借助“联盟中心”的孵化
器资源，重点针对区教育局和10所示范学校提出的各种应用
需求，组织专业的创新团队，在微软的系统平台和Office 
365应用系统的基础上结合国内教育的特点，补充开发各种
适用、高效、便捷的应用软件系统，使样板工程更具有实用
性和推广价值。

啊啊为持续响应航盛集团国际化战略，办事处还将陆续扩大
团队，积极为航盛在法国拓展业务领域和合作项目做准备。
在航盛集团国际化的战略版图中，法国办事处作为总部与欧
洲汽车工业之间的桥梁，定会不断发展壮大，同时，法国办
事处在未来也必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访PSA集团，在与PSA集团的合作过程中，航盛团队也在积极
的汲取着宝贵的经验，提升自我。这些宝贵的经验为航盛新
项目的拓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例如正在开展的与雷诺
集团的合作等。

啊啊深圳市航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注册资本
2.1亿元，是一家集研发、制造、营销、服务于一体，为汽车
整车企业研发生产智能网联汽车信息系统、智能驾驶辅助系
统、新能源汽车控制系统等产品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啊啊敢为天下先的自主创新精神，是公司持续发展的不竭动
力。目前已经形成了年产汽车电子产品近600万台套，经营
收入40亿元的规模，与国内众多的汽车厂商建立了长期友好、
稳定的合作关系。目前，国内销售额前20位车厂中有18家为
公司客户，国内市场覆盖率达90%，市场占有率达25%，航盛
产品也逐步进入国际知名车厂全球采购体系。

啊啊 2017年3月，深圳市宝安区五类百强企业倍通供应链集团（以下简
称倍通）跨境电商物流事业部与东南亚最大的电商平台ezbuy正式启动
新加坡航线并正常飞行！ 倍通首创“供应链+互联网+外贸”模式，依
托大数据，提前备货，集中运作，优化供应链管理方案从而降低成本。
此次合作，为日后倍通开展其他航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项目在物流
行业中以最新技术，最优成本领先起航，据有较强的成本和服务上的竞
争力！倍通集团跨境电商物流事业部目前已筹备开展三条航线，分别是
中国深圳—新加坡、中国深圳—印度、中国深圳—AMS。跨境电商，未
来已来！让我们一起见证发展，全面向跨境电商国际物流市场进军。

啊啊倍通供应链集团集团依托长三角和珠三角二个经济带，辐射华东、
华南、 华中、 华北、 东北、西南和西北七大区域以及海外，提供保
税物流、跨境电商物流服务、智慧运输和供应链金融服务等为客户提
供一体化的供应链定制服务。公司自主研发了供应链管理信息化系统
(OMS)，仓储智慧管理系统(MAXWMS)和智慧物流可视化运营平台(ETMS)，
 为大型的制造企业客户的非核心业务提供服务外包，通过内外资源整
合，实现资源共享，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物流增值服务。深
圳倍通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是宝安区五类百强企业并且由深圳宝安区
区委黄敏书记挂点企业，公司拥有重点物流企业资质、海关“高级诚
信企业”、海关“协调员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互联网+创
新竞争力信用企业”、“深圳市市长质量奖”提名、银行AAA信用评
级、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证书等，企业业绩年平均增长率在
60%以上，公司以做客户成为行业霸主的加速器为使命，以创新一流
的供应链技术、提供先进的供应链管理与服务为愿景，脚踏实地、
笃定前行，力争三至五年成为行来龙头企业。

啊啊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华讯”、“华讯方舟”）
成立于2007年，是一家专注于天地一体宽带移动通信技术研发
和应用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全球领先的移动宽带网络综
合服务商。

啊啊华讯总部位于宝安，下辖海内外二十余家分、子公司，并
控股一家上市公司华讯方舟股份（股票代码：000687）。

啊啊让带宽像空气一样弥漫整个世界，让信息在全球每个角落
都能自由安全畅通，这是华讯人孜孜以求的梦想。作为一个有
强烈责任感、使命感的企业，华讯人正在“担当、引领、突
破”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以“凤凰涅槃”般的气概为创建一
个伟大的企业而努力奋斗。

啊啊五是联盟成员本着平等、互利、互惠的原则，最大限度实
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提升深圳智能终端产业链与企业
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持续拓展  积极进取

 顺应发展  服务客户

建设“六大中心”和“两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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