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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PROFILE

董事长致辞 总裁致辞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首都北京

更是日新月异，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是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大

潮中因时而生。作为大型国有投资控股集团公司，自成立以来，北京国资公司便

始终将自身成长融入国家与首都发展战略之中，充分发挥政府政策导向与市场化

运作相结合的综合投融资功能，在首都经济社会发展中承担不可或缺的作用。

北京国资公司始终坚持砥砺奋进，勇于担当，经过多年积淀，经营发展理念

不断成熟，资产质量持续提升，公司布局更加合理，打造了金融、文化体育、环

保新能源、智慧宜居城市等符合首都产业结构内涵、具备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投

资领域，在服务首都城市战略定位、落实北京新版城市总体规划、助力非首都功

能疏解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水平筹备冬奥会等方面积极发挥国有资本的引领和

支撑作用。在服务首都建设的同时，北京国资公司资产质量持续优化，不断开创“千

亿级企业” 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公司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紧密围绕国家和北京市中心工作，立足首都城市战

略定位，落实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总体要求，聚焦主业发展，强化协同创新，积

极参与国资国企深化改革进程，奋发有为地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建设国

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进程中再立新功！

在北京国资公司党委、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首都城市战

略定位，主动抓住发展机遇，把握“千亿级企业”的发展规律，向着国内一流、

国际知名投资控股集团的奋斗目标不断前进。

 面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新形势、新契

机，公司将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为战略引领，

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在转型升级中谋求新突破，在攻坚克难中

谱写新篇章；坚持做强做优做大金融服务业，彰显文体产业品牌实力，巩固拓

展环保新能源产业布局，创新发展符合首都经济结构要求的智慧宜居城市产

业板块，主动服务首都建设；践行人才强企战略，坚持正确导向，锻造一支高

素质干部人才队伍；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资产证券化进程，

创新集团资源协同，激发企业发展活力。

全体国资人将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

不移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做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期待社会各界的朋友携手国资，聚彼此智慧，扬各自所长，共同走向

更加辉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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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北京国

资公司”）在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大潮中应运

而生，前身是成立于 1992 年、隶属于当时市国资局的

事业单位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2001 年 4 月，与

原北京市境外融投资管理中心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改制

重组，成为专门从事资本运营的国有独资公司，主要职

能是管理和运营政府资产，承担公共财政以外的产业投

资，保证国有资产在流动中实现保值增值。北京国资公

司成立以来，在重大产业项目投融资、组织资源服务首

都发展、重要资产管理运营等方面开拓进取，形成了金

融、文体、环保新能源、智慧宜居城市四大优势板块。

北 京 国 资 公 司 国内信用评级 AAA 级，国际信用评级 A

级，已发展成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千亿级国有投资控股

集团。

北京国资公司自觉肩负首都国企职责使命，将参与

Beijing State-owned Assets Management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BSAM”) rises in response to reform tides of 
state-owned assets management system throughout Beijing. 
Its predecessor was “Beijing State-owned Assets Operation 
Co., Ltd.” which was founded in 1992 and affiliated to Beijing 
Municipal State-owned Assets Bureau.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BSAM was 
restructured and transformed together with the previous Beijing 
Overseas Financing Investment Management Center in April 2001, 
thereby becoming a state-owned sole proprietorship company 
specialized in capital operation. BSAM undertakes main functions 
of governmental assets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conducts 
industrial investments outside public finance sector, and preserves 
and adds the value of state-owned assets in the flow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BSAM always adheres to the business philosophy of 
“Emphasis on Social Benefit and Orientation to Economic Benefit”, 
vigorously pioneers in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of major industrial 
projects, contribution to Beijing’s development with resource 
allocation,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of important assets and 
other aspects, and presents four cutting-edge business lines 
(Finance; Culture and Spor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New 
Energy; Smart and Livable City). BSAM boasts domestic credit 
rating of “AAA” and international credit rating of “A”. BSAM has 
developed into a state-owned investment holding conglomerate 
with core competitiveness and total assets of RMB100 billion.

BSAM consciously shoulders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based in Beijing, prioritizes function construction 

of “Four Centers” and fulfillment of “Three Major Tasks” of 
Beijing as the uppermost work and investment emphasis, and 
makes every effort to implement the project layouts in the field 
of 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a view to the down-to-
earth implementation of Beijing Urban Master Plan (2016-30). 
BSAM gives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s and roles of four major 
industrial alliances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and gathers 
superior resources for the purpose of relieving Beijing offunctions 
nonessential to its role as the capital and Beijing-Tianjin-
Hebe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SAM deeply participates 
in the preparations for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and 
comprehensively makes progres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venues and 
large-scale activities. BSAM lays stress on integrated investment 
and holding businesses, continuously upgrades the scale and 
influencing power of financial industry, highlights brand strength of 
cultural and sports industries, rapidly expands the arrangements 
for projects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and new energy 
industry, and further enhance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industries associated with smart and livable city.

In the new era, BSAM will focus on strengthening functional 
construction of “Four Centers”, improve in the level of “Four Services”, 
fulfill “Three Major Tasks” and win “Three Critical Battles”, seize 
golden opportunities an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make our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much stronger, more superior and more extensive, and 
make new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building Beijing into a world-class, 
harmonious, and livable metropolis through our practical actions.

OVERVIEW OF BSAM

“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和服务首都“三件大事”作为中

心工作和投资重点，围绕落实首都城市总体规划，积极

推进文化、科技等领域项目布局；充分发挥京津冀四大

产业联盟功能作用，聚集优势资源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与非首都功能疏解；深度参与冬奥会筹办，全面推进场

馆建设、大型活动等工作。聚焦综合性投资控股业务，

金融业规模和影响力持续提升，文化体育产业品牌实力

更加彰显，环保新能源产业项目布局快速拓展，智慧宜

居城市相关产业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进入新时代，北京国资公司围绕加强“四个中心”

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抓好“三件大事”，

打好“三大攻坚战”，乘势而上，主动作为，做强做优

做大优势产业，以实际行动为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

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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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普、穆迪、惠誉”对北京国资公司

整体实力和信用等级充分认可，一致给予主体信用评级 A 级

国内评级 AAA

13

净资产总额
（归母）

 290.97亿元

资产总额

亿元1301.66
利润总额

亿元38.16
北京国资公司入选上海证券交易所

首批知名成熟发行人名单

在北京市国资委一级企业中多年保持上缴国有资本收益  前三名
在全国综合投资控股行业排名稳步提升

/  截至2018年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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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资公司重组

2001 年 4 月 28 日，原北京市国有
资产经营公司和原北京市境外融投
资管理中心正式改制重组，北京国
资公司成立。

承担鸟巢、水立方投资建设任务

北京国资人克服“非典”等重
重困难，完成了场馆设计国际
招标，推出了鸟巢、水立方两
大撼世之作，并于 2003 年 12
月正式开工，拉开了两大奥运
主场馆建设的序幕。

社保卡向全市发放，服务社会，方便群众，

惠民利民

首信公司承担并出色完成了北京市社保
卡工程，发放居民社保卡上千万张，社
会影响力巨大，同时成功运作由香港创
业板转至主板的战略性跨越。

圆满完成服务保障

APEC会议重大任务

11 月，2014 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在北京成功召开。作为 APEC 会议重
要服务保障单位，北京国资公司发挥集团化
作战优势，圆满完成了 APEC 会议晚宴场地
及活动筹备、会标和礼品设计、环境景观设
计制作、政务专网运维等多项任务，北京国
资公司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继奥运会之后
又一次得到巨大提升。

北 京 国 资 公 司 前 身 是 于
1992 年成立的北京市国有
资 产 经 营 公 司， 隶 属 于 北
京市国资局。

承担北京奥运网球中

心、曲棍球场、射箭场投

资建设任务

勇担重任，全面接手网曲射奥运
场馆的建设，成为承担奥运场馆
建设和赛事保障任务最多的企业。

2006

2003

2001

完成奥运场馆建设和赛时保障任务

鸟巢、水立方两大场馆竣工交付
使用；北京国资公司举全公司之
力圆满实现 2008 年奥运会 5 个
场馆赛时保障，并受到党中
央国务院的表彰。

2008

积极组织筹备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

北奥集团承担了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庆典活动的组织策划、
流程控制、地面活动现场执行等重要任务。

2009

1992

2010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牵头组建京津冀资产管理公司战略联
盟，筹建联合引导基金，推动非首都功
能疏解、区域不良资产处置；推进京冀
两地担保、再担保战略合作，京冀担保
跨区域合作第一单正式落地；依托“京
津冀演艺联盟”，拓展三地协同联动的
文体精品项目等。

冬奥会国家速滑馆建设正式启动

北京国资公司作为国家速滑馆的政府出资人代表，全面推进
“冰丝带”建设，贡献冬奥场馆建设“中国方案”。

全面服务保障重大国事活动

北京国资公司及所属国家体育场公司、国家游泳
中心先后承担了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亚洲文化嘉
年华、2019 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开幕式的重要
服务保障任务，按照“精精益求精、万万无一失”
的标准圆满完成任务，鸟巢、水立方再次
惊艳世界。

数字认证公司上市

12 月 23 日，数字认证公司在深交所正式挂牌
上市，成为中国电子认证行业首家上市企业。

助力城市副中心建设

绿色动力集团投资建设了垃圾综合处理中
心，项目总投资 18.89 亿元 , 设计规模日处理生
活垃圾 3950 吨，2018 年下半年项目一期竣工投产
（2250 吨），可满足城市副中心当前和未来生活垃圾
处理的需求。绿色动力成为固废处理行业首家“A+H”
股上市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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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Major Industries

As a municipality-level state-owned enterprise with the largest financial assets and the 

most complete system, BSAM vigorously gives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financial 

sector and unswervingly contributes to the real economy.

作为金融业资产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市属国有企业，北京国资公司主动发挥金融业

优势，致力于服务实体经济。

金融业
FINANCI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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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产权交易所（简称“北交所”）成立于 2004

年 2 月，是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综合性产权

交易机构，在不断的发展中被逐步定位为“政府管理

经济的市场化工具”、“落实源头防腐的阳光平台”

和“首都要素市场的重要建设者和运营者”。

北交所始终坚持“规范”和“创新”并举，始终

秉承“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积极服务中央企业、

地方国有企业和涉公资产进场交易，业务范围涵盖企

业国有产权转让、国有企业增资扩股、国有企业和行

政事业单位资产转让、国有企业房屋租赁、诉讼资产

处置以及其他各类公共资源交易，为助力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助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三去一降一补、

战略性新兴产业拓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此为基础，北交所积极响应中央关于支持民营

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号召，依托产权市场的公信力

和投行服务能力优势，扎实开展非国有产股权交易、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旅游资源交易、体育产业资源交易、

债权资产交易、地方政府招商、跨境并购融资等服务，

有力推动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与此同时，北交所着眼首都要素市场体系建设，

通过投资设立中国技术交易所、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

北京环境交易所等专业交易平台和北京权益通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等支撑服务机构，搭

建了集团化运营架构，业务范围拓展到技术、金融产品、

环境权益、铁矿石等领域，实现了要素交易品种的“全

展开”，有效提升了各类要素资源的配置水平和使用

效率，在助力政府部门管理经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等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

质要求。北交所的交易规模也从成立之初的 200 多亿

元连连跨越，2015 年至 2018 年连续四年超过 5 万亿元，

已经成为全国要素交易市场的中心市场和领先机构。

党的十九大描绘的伟大蓝图，为北交所的发展提

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未来，北交所将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围绕国家和区域发

展战略、北京城市功能定位，为北京和全国经济社会

发展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规范高效的产权资本市场
Standardized And Efficient Equity Capital Market

25

吴汝川
北交所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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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北交金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权益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金马甲产权网络交易有限公司 北京首融在线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北交所金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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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北工投资”）

作 为 北 京 国 资 公 司 的 全 资 子 公 司， 成 立 于 2002 年， 注

册资本 10 亿元。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累计投资项目

130 余项，受托管理政府资金近 23 亿元，为北京市重大

投资项目的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持；2015 年，北工投资承

担起北京市 50 亿高精尖产业发展基金的管理，正式开始

运营北京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在“十二五”打下的坚实基础上，公司努力创新求发展。

“十三五”时期，北工投资继续秉承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投

资理念，践行国企使命与责任，紧密围绕北京市关于落实

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着力构建国资基金管理体系等重大决策部署，开拓进

取，统筹推动公司转型发展。

结合北京国资公司搭建基金管理体系的重大部署，北

工投资转型成为基金管理平台公司。未来，北工投资将以

市场化的宽广格局，凭借自身资源禀赋，搭建符合首都功

能定位和公司发展战略的产业性、政策性和市场化子基金，

构建起支撑北京国资公司主业发展、内外部资源协同的母

子基金管控体系，并逐步推动基金规模和效益稳步增长，

助力国资构建资本市场新蓝海，成为北京市高精尖产业投

资的重要引导力量，成为北京国资公司系统的优质资源、

利润和人才的重要支撑支柱，实现公司发展新跨越。

积极构建基金管理平台
助力国资打造资本市场新蓝海

Actively Building a Fund Management Platform, and Helping State-Owned 
Capitals Setting Sail in “New Blue Ocean” of Capital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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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 ·新一代信息技术

·汽车与新能源汽车 ·航空航天与军工

·生物医药

·北汽蓝谷  
   高端智能新能源汽车 ARCFOX

·龙芯中科  
  龙芯 3 号芯片

·天宜上佳·
      高速列车、动车组制动系统闸片、闸瓦   

·世纪空间
北京二号星座模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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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资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北京国资租赁”）

是由北京国资公司联合北京国资（香港）有限公司、北京金融

街资本运营中心、北京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有限公司和北京京

国发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共同设立的外商融资租赁公司，

注册资本 9 亿元。公司股东结构优良，具备资源充裕、融资便

捷、政府关系良好等诸多优势。目前已获得多家银行及租赁同

业 100 亿元的综合授信及融资额度，与各类相关机构建立了合

作伙伴关系。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专业化、市场化”的

原则，立足北京，面向全国，定位于为中小企业、国有企业和

社会事业提供融物融资、技术改造、盘活存量等多项服务与支

持。公司积极拓展的业务领域包括节能环保、城市建设、公用

事业、医养健康和高端制造业等。北京国资租赁紧抓京津冀协

同发展等国家战略的机遇，秉承“专业、稳健、创新、卓越”

的理念，汇聚行业优秀人才，大力发展和创新融资租赁及商业

保理业务，服务实体经济，努力成为经营稳健、管理科学、特

色鲜明、行业知名的企业。

融资租赁特色企业
An Enterprise Specialized in Financial Leasing

北京市国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国通公司”）

成立于 2005 年 2 月，是北京市人民政府独家授权的、由北京

国资公司全额出资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2014 年 10 月，经

北京市人民政府授权、银监会备案，国通公司成为北京市首家

可开展金融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和处置业务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AMC）。截至 2018 年底，公司注册资本 10 亿元人民币，资

产总额 21.39 亿元，通过自主和受托等方式实际收购、管理及

处置的不良资产规模逾 580 亿元。

国通公司成立以来，始终践行“踏实、创新、合法、增值”

的核心价值观，综合运用收购兼并、整合重组、股权投资、合

作开发等市场化手段，在资产管理、重组并购等领域形成了独

特的竞争优势，充分发挥了北京首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职能，

促进北京市金融环境的健康发展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维护地

方金融系统的稳定，在行业内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北京首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The First Local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in Beijing

29

北京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有限公司（简称“再担

保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11 月，是北京市中小企业

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的核心与枢纽，也是北京市实施公

共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的重要平台，是首批纳入国家

融资担保基金的合作机构之一。公司在北京市财政局

和北京国资公司指导支持下，集中有效资源于再担保

主业，通过“搭平台、建机制”引导各类社会资源共

同为符合政策导向的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公司

积极发挥增信、分险、规范、引领作用，搭建并逐步

完善了有政府政策引导，有担保机构、金融机构和中

介机构广泛参与，业务覆盖市区两级，产品涉及间接

融资与直接融资的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平台。

再担保公司成立以来，运用 20 亿元资本金，累计

为 10 万户次中小微企业和农户提供了总计超过 4000

亿元再担保支持。通过再担保支持，体系内合作担保

机构融资担保放大倍数平均达到近 5 倍，远远超过全

国平均放大倍数 1.89 倍的水平，再担保对担保行业的

增信作用和公共财政服务小微政策的放大引导效能得

以充分体现。同时，公司为近 20 家担保机构的 500 多

笔代偿项目提供了近 7 亿元的补偿，有效分散了担保

机构风险，发挥了再担保的行业“稳定器”作用。

中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服务
SMEs Financing Guarantee Services

再担保董事长

秦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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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育产业

中国斯诺克公开赛项目

中国斯诺克公开赛项目

CULTURAL AND 
SPORTS INDUSTRY

Among municip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cross Beijing, BSAM is the first to tap into the 

cultural and sports industry with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 of resources, the largest scale and 

the broadest categories. BSAM commits to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culture and finance and between culture and technology, specializes in four major business 

lines (Olympic Venue Operation, Top-Notch Cultural Content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Park and Cultural Finance), and contributes to building Beijing into a national 

cultural center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enter.

北京国资公司是最早进入文化体育产业，资源集中程度最高、规模最大、门类最丰富

的市属国有企业。致力于推动文化与金融、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形成了奥运场馆运营、精

品文化内容、特色文化园区和文化金融 4 大业务领域，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建

设。

Four Major Industries

国家速滑馆
National Speed Skating 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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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北奥集团”）成立于

1994 年 3 月，为北京市政府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2010

年 2 月，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北京国资公司与北奥集团进行合

并重组，北奥集团成为北京国资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奥集团

目前的主业定位为承办大型文体活动、文化产业园区的开发与

经营、展览展示、体育赛事及颁奖仪式等。

北奥集团自诞生伊始就与国家庆典和大型文化体育活动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成立至今，北奥集团先后参与并承担

了 120 多场大型文化体育活动的组织和策划任务，出色完成了

庆祝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六十周年庆典，2014 年北京 APEC

会议、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2010 年广州亚运会开闭

幕式，2015 年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北京鸟巢半程马

拉松赛、鸟巢南美超级德比杯足球赛、世界斯诺克中国

公开赛，张艺谋鸟巢版大型景观歌剧《图兰朵》《梦幻

水立方》《鸟巢吸引》等国事和大型文体活动的执行

和服务保障工作，以及世界互联网大会、博鳌亚洲论坛、

“因奥运而生，与奥运同行”
Born for the Olympics and Escorting the Olympics

北京申办 2022 年冬奥会等大型会议及活动的数字宣传展示工

作，赢得社会各界广泛赞誉。

通过承办和参与一系列大型活动和体育赛事，北奥集团形

成了专业策划、组织协调和现场指挥等一整套综合能力。作为

北京国资公司的重要子企业，北奥集团是有品牌知名度、有业

绩支撑、有历史积淀、有国内顶尖专家团队支持的，具有一定

社会影响力的大型文体专业公司，是北京文体行业中最具实力

的龙头企业。 

新时代下，北奥集团将紧紧围绕北京“四个中心”功能

建设、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部署和要求，提高“四个服务”

水平，抓好“三件大事”，打造以 2022 冬奥会体育展示、颁

奖广场、冰雪文化节等政府重大活动项目为窗口，以大型活动、

体育产业、文创园区为辐射的业务体系，勠力同心，凝心聚力，

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体育产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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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体育场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国家体育场”）成立于

2003 年 12 月，拥有国家体育场（鸟巢）全部所有权、运营权

和收益权，承担国家体育场的投融资、建设和运营工作。北京

国资公司是国家体育场公司的控股股东，并主导其运营。作为

唯一冬夏两届奥运圣火点燃之地，鸟巢占地 20.4 公顷，建筑

面积 25.8 万平方米，可容纳观众 9.1 万人，不仅是举办顶级体

育赛事和文化演出的专业场所，还是北京的新地标和著名旅游

景点，成为代表国家形象的标志性建筑。

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企业运作”的要求，国家体

育场公司坚持“创建世界一流的国际性体育场馆”的战略定位，

破解奥运遗产难题的先锋
Becoming the First to Set Forth Solutions to “the Olympic Heritage Problems”

打造鸟巢旅游新亮点，引进顶级赛事演出活动，创办青少年公

益赛事，培育鸟巢自主品牌项目，打造全新商业产业链，形成

了以大型活动、旅游服务、商业开发为主体的多元化业务构架，

旗下拥有“鸟巢风采、鸟巢文化中心、水鸟票务、鸟巢商业、

鸟巢传媒”五个产业公司，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为破解奥运主

场馆赛后运营世界性难题贡献了“中国经验”。

2019 年 5 月 15 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重点活动——亚

洲文化嘉年华在鸟巢成功举办，鸟巢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开闭幕式将为这座双奥场馆带来更

多的荣耀，鸟巢将带给世界更多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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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 / 冰立方）是集 2008 年奥运水上

项目与 2022 年冬奥冰上项目于一身的经典双奥场馆，也是唯

一一座由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华人捐资建设的奥运场馆，被

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中国十大新建筑奇迹”，是北京的新

名片。

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国家游泳中心”）

是北京国资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全面负责水立方的赛后运营管

理。赛后运营以来的国家游泳中心，国际国内体育赛事与“游

泳俱乐部”全民健身产业蓬勃发展；旅游业态创新与公益事业

发展亮点纷呈；品牌商业活动与缤纷文艺演出两业态并秀；

奥运场馆赛后运营的典范
Exemplifying Operation of Post-Games Olympic Venues 

“梦幻水立方”驻场演出与“艺术水立方”展览展示双品牌争

妍；智慧场馆建设与品牌、市场开发多管齐下。截至 2018 年

底，国家游泳中心总计接待游客约 2300 万人次，举办各类活

动 1400 余场次，为约 250 万群众提供游泳服务。

2014 年，国家游泳中心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欢迎晚宴，齐聚亚太首脑。2018 年底，冬奥

改造工程启动，“水立方”开始为迎接 2022 年冬奥会的冰壶

和轮椅冰壶赛事变身“冰立方”。未来，冰水功能兼收并蓄、

水冰双轮驱动的国家游泳中心将以更多样的功能、更丰富的内

容、更卓越的服务延续“奥运场馆赛后利用典范”的不朽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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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新隆福公司”）成

立于 2012 年 8 月，由北京国资公司和北京东方文化资产经营公

司共同出资。公司目前注册资本 11.5 亿元，其中北京国资公司

股权比例占 70%，是其控股股东。

在北京国资公司和东城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目前新隆

福公司正在积极推进隆福文化商业区复兴项目。该项目地处东

城区东四片区，改造范围约 15.5 公顷，包括 6 公顷功能区和 9.5

公顷传统居民片区。

项目根据疏解非首都功能要求，落实首都文化中心的城市

定位，以文化创意、文化体验及文化消费业态为核心，打造“北

京老城复兴金名片”，努力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

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协调共融的首都文化新中心。

通过运作隆福寺项目，新隆福公司逐步形成了以资产重

组、旧城改造、资金融通周转、文化运营等能力为特色的综

合运作能力。公司将以隆福寺项目运作经验为基础，全面加

快市场化，建立完善运营能力，创新商业运作模式，致力于

发展成为以城市修缮更新和风貌保护利用为特色的文化投资

运营公司。

打造老城复兴金名片

北京国苑体育文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Building Gold Brand of Old Urban Area Revival

Beijing Guoyuan Sports and Culture Investment Co., Ltd

北京国苑体育文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国苑公司”）

注册成立于 2015 年，是由北京国资公司控股，北京亦庄国际

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参股的大型国有体育文化产业投资运营平台

公司，企业注册资本 10 亿元。

国苑公司立足于北京国资公司“双奥”场馆品牌和“北京

亦庄”科技创新品牌双重资源，以体育园区为终端，以全民健

身服务为内容，打造由体育园区开发、体育内容服务、文体金

融投资三大业务板块组成的“一体两翼”的业务发展战略，致

力于为城市居民提供优质的体育设施服务内容，为体育企业搭

建互利共赢的体育产业发展平台。

目前，国苑公司正着力于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南海子

体育休闲产业园项目，吸引国内外知名体育协会组织、体育俱乐

部及体育企业机构进驻，投资建设多元化、标准化、专业化的体

育场地设施，打造北京首个以体育产业和全民健身为主题的大型

体育产业园区，形成北京市体育产业资源集聚、体育内容供给丰

富的局面，实现“北有奥林匹克、南有南海子”的规划构想。

北京国资公司作为国家速滑馆项目的政府出资人代表，

与通过竞争方式确定的社会资本共同组建业主单位，负责

PPP 项目建设和运营。国家速滑馆建成后，将成为北京市第

一座既能举办国际顶级滑冰赛事、又能全年对公众开放运营

的冰上场馆，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特别是冬季运动项目在

中国广泛开展的标志性建筑。作为 2022 年冬奥会北京赛区重

要的新建竞赛场馆，国家速滑馆占地约 17 公顷，建筑面积约

8 万平方米（不含地下车库），冬奥会赛时可容纳观众 1.2 万人。

冬奥会期间，国家速滑馆将承担滑冰项目中速度滑冰分项的

比赛和训练。冬奥会后，国家速滑馆及所在规划用地范围内

的赛后设施，将共同组成冰上体育运动的重要场所，为举办

所有冬季冰上项目（速度滑冰、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球、

冰壶等）国际顶级赛事提供可能性，为举办各种冰上演出活

动和开放给公众日常开展冰上运动提供条件，并成为展示中

国冰雪运动发展历程和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建设和赛事成果的

展示交流中心，用于展示冬奥项目和冬奥文化，同时为成为

国际滑联优秀人才培养中心提供了条件。作为冬奥记忆留存

与健康理念传播的载体，速滑馆将留下更多有形资产和无形

资产，成为集“体育赛事、群众健身、文化休闲、展览展示、

社会公益”多功能于一体的体育场馆。

推动三亿人上冰雪
Driving Force for 300 Million Ice and Snow Sports Enthusiasts 

国家速滑馆
National Speed Skating 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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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水晶石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水晶石公司”）

成立于 1995 年，总部位于北京，在上海、深圳等十余个城市

设有分（子）公司及办事机构。公司主营业务为利用电子计算

机图形图像处理技术，为客户提供数字图像的创意设计、制作

和软硬件集成服务，满足其在宣传展示、沟通、娱乐及专业应

用等方面的需求。根据业务性质，公司业务可分为数字图像制

作和视觉系统集成，其中数字图像制作主要应用在设计可视化、

商业宣传及影视特效领域，视觉系统集成主要应用在展览展示、

大型活动及虚拟仿真领域等。水晶石公司是北京 2008 年奥运

会图像设计服务供应商、上海 2010 年世博会指定多媒体设计

服务商、2011 年国际展览局签约战略合作伙伴、伦敦 2012 年

奥运会数字图像服务供应商、2022 年北京冬奥申委数字内容

及互动体验展示供应商，为 2015、2016、2017、2018 共四届

世界互联网大会提供数字影像制作服务，并于 2017 年荣获国

家技术发明奖。水晶石公司已在中国各地成功地打造了数十个

政府、企业优秀展览馆作品，如：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中国测

绘科技馆、武汉东湖光谷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鄂尔

多斯集团展览馆等佳作。

数字影像的舞台
A Grand Stage of Digital Images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镇馆
之宝——动态版《清明上河图》 
作品长 128 米，高 6.5 米，画面
呈现出 600 多个动态人物。

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BJAMC）（简称“北演公司”）

成立于 1958 年，原为北京市文化局直属事业单位，现为北京国

资公司文体板块核心企业。公司全年演出场次 600 场，是北京

市国资委系统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文化演艺企业。现任中国演

出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京津冀演艺联盟理事长单位、北京

演出行业协会会长单位。

北演公司成立 60 余年来，凭借专业的策划、制作和执行能

力，先后参与完成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09 年庆祝新中国

成立六十周年庆典、2014 年北京 APEC 会议文化活动、2017 年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伴宴演出、2019 亚洲文明大会

巡游等重大国事文化活动，赢得了社会各界广泛赞誉。公司先

后获得 “北京 2008”城市奥运文化活动优秀组织奖、2009 年

首都国庆六十周年联欢晚会突出贡献奖、2014 年北京 APEC 会

议积极贡献奖、2017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突出贡

献奖等荣誉、北京 2017 年度最佳音乐会主办机构、第五届中国

（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最佳会议活动（2018 年）、北京

市文化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2018 年）。

“十三五”期间，北演公司稳步发展大型演出、戏剧制作、

剧场运营、大型活动、公共演艺、文化交流、演艺经纪、展会

活动等核心业务板块，开创“北京新年音乐会”系列演出、“梦

幻水立方”系列演出、张艺谋鸟巢版大型景观歌剧《图兰朵》、“降

噪”摇滚 • 民谣系列音乐会等品牌演出；又陆续出品制作了《二

马》、《独自温暖》、《广陵散》、《生命密码》、《老舍赶

集》、《故宫里的大怪兽之吻兽使命》等十余部原创话剧，多

次获得国内各大戏剧奖项；合作运营北京青年剧场，打造青少

年舞台艺术演出和教育的孵化基地；承办运营北京市重点公共

文化项目——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等，推进了北京乃至全

国优秀演艺剧目、文艺院团和剧场资源的协同发展；策划实施

文化和旅游部一带一路重点投资项目——“聆听中国”音乐会

丝路巡演品牌文化交流项目；投资举办中国（北京）国际服务

贸易交易会——中国音乐产业大会等品牌会展项目。

未来，北演公司将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大精神、全国文化

中心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部署和要

求，坚持品牌化、专业化、产业化、国际化的发展战略，打

造以大型演出、大型活动、公共演艺为基础，以戏剧、音乐、

影视内容创制运营为核心，以剧院运营、艺术教育、演艺经

纪为平台，以文化交流、展会活动、文

创产品开发为窗口，以文旅演

艺、演艺园区、互联网演艺为

辐射的业务体系，成为国内一

流、国际知名的演艺集团。

首都的文化标签
Cultural Label for China’s Capital City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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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AM originates 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layout with "solid waste 

treatment, incineration and power generation" as the core, and sets up an industrial 

cluster with broader business coverage. BSAM improves project acquisition capabilities 

through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joint venture and cooperation, and rapidly upgrades 

industrial scale and industry-wide influence. BSAM spares no effort to launch 

environment-friendly top-grade demonstration projects (such as Beijing Urban Sub-

center Circular Economy Industrial Park), and play an active role in winning the critical 

battle against pollution.

打造以“固废处理、焚烧发电”为核心的环保产业布局，构建了业务覆盖面更广的产

业集群。通过并购重组、合资合作等方式提升项目获取能力，快速提升产业规模和行业影响力。

积极创建北京城市副中心循环经济产业园等环保精品示范工程，在打赢污染治理攻坚战中发

挥积极的作用。

Four Major Industries

环保新能源产业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NEW ENERG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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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色 动 力 环 保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A 股 代 码：

601330，H 股代码：1330.HK，简称“绿色动力”）是北

京国资公司控股的专门从事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产业

的上市企业集团，是中国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内首家 A+H

股上市企业。业务涉及城市垃圾处理项目的投资建设、

运营管理、技术研发，核心配套设备的供应，以及顾问

咨询等专业化服务，为城市垃圾处理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绿色动力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已获得“中国环保骨

干企业、全国环保优秀品牌企业、垃圾处理行业十大标

志品牌企业、中国固废十大影响力企业、中国垃圾焚烧

发电产业领军企业、国家优质工程奖、国家 AAA 级生活

垃圾焚烧厂”等众多荣誉称号，是国家行业标准的参与制

定单位，拥有生活垃圾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证书，

已经通过了 ISO9001、ISO14001 和 OHSAS18001 国际质量、

环保和职业健康安全“三标一体化”管理体系认证。

绿色动力是城市环境综合治理产业的先行者，是中

国最早从事垃圾处理产业化探索的企业之一，目前已与

国内多个城市展开垃圾综合治理合作，在江苏、浙江、

山东、湖北、贵州、山西、广东、天津、湖南、广西、

北京、安徽、江西、陕西、辽宁、河南、四川、吉林、

黑龙江等 20 个省市及自治区拥有五十多份垃圾处理

BOT、PPP 特许经营合同，并收购了广东博海昕能环保

有限公司，项目数量在国内同行业位居前列。

绿色动力是中国最早引进国际先进垃圾焚烧技术进

行国产化开发的专业企业，集团自主研发并获得国家发

明专利授权的“多驱动逆推式炉排炉垃圾焚烧技术”是

住建部推荐使用的行业核心技术。

绿色动力投资建设的城市垃圾处理项目是集垃圾

收集、储运、焚烧、发电、供热、沼气利用和炉渣制

砖于一体的综合性垃圾资源化项目。垃圾焚烧核心设

备采用国产化专利技术，具有绝对的成本优势和技术

适应性优势。环保工艺上通过计算机智能控制垃圾燃

烧的时间和温度，再加上严格的烟气处理工艺，确保

包括二噁英在内的所有环保排放指标都能严格达标。

垃圾燃烧产生的能源用以发电或供热，炉渣用以制砖，

渗滤液产生的沼气再利用进行发电或供热，飞灰经水

泥固化后进行卫生填埋，彻底消除了生活垃圾的二次

污染，真正实现了垃圾处理的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

展望未来，绿色动力将继续秉承可持续发展理念，

与社会各界共同承担起改善中国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

共创美好生活环境。

占领绿色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制高点
Occupying Commanding Heights in the Field of Waste Incineration 
Power Generation Technology in Green Style

·北京城市副中心项目

·常州项目

·泰州项目

·惠州项目

44

绿色动力
集团总裁

乔德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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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宜居城市
相关产业
SMART AND LIVABLE CITY 
RELATED INDUSTRIES

BSAM builds smart and livable city construction and service system integrating new 

area/new city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igh-tech 

industry, health care and livelihood service in one. BSAM innovates new area/new city 

development mode under industry-city integration, focuses on the overall layout of 

“three cities and one area”, Tianjin and Hebei, and does its best for diffusion of non-

capital functions and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enter. BSAM 

spares no effort to build into a domestically-leading brand of smart city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service provider, and takes the initiative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BSAM leverages social capital to launch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health care and other major health fields, and better contributes to people's livelihood 

improvement and social governance.

构建新城新区开发建设、信息技术与高科技产业、健康养老民生服务为一体的智慧宜

居城市建设与服务体系。创新产城融合的新城新区发展模式，重点布局“三城一区”和天津、

河北，助力非首都功能疏解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全力打造国内领先的智慧城市、信息安全

服务商品牌，主动服务政府和社会需求。撬动社会资本从事医疗养老等大健康领域的探索实

践，更好服务民生改善与社会治理。

Four Major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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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北科建集

团”）是 1999 年北京市政府落实《国务院关于建设中关村科

技园区有关问题的批复》精神而成立的，是北京国资公司在智

慧宜居城市领域的重要平台。北科建集团成立以来，始终坚持

“服务区域经济、助推产业升级、促进创新创业、提升社会贡

献”的企业使命，成功开发了中关村“一区三园”，打造了中

关村这一世界闻名的中国科技创新高地，探索出了一条具有北

科建特色的科技地产发展道路，逐步形成了以科技地产为特色，

住宅地产、金融业务、城市运营和轻资产运营的“四主一辅”

业务体系。

北科建集团积极践行首都国企职责，主动投身京津冀协

同发展国家战略，积极承担怀柔国际科创中心、门头沟梁家

庄村脱低帮扶和京藏交流中心等建设任务，赢得了社会广泛

赞誉。按照“立足新北京、布局京津冀、拓展长三角”的发

展战略，北科建集团成功开发了天津中加生态示范区、上海

中关村·虹桥创新中心、嘉兴智富城、无锡中关村科技创新园、

青岛蓝色生物医药产业园和长春北湖科技园等多个科技新城

品牌项目和一系列高品质配套住宅社区。多年的创新创业和

奋斗发展，北科建集团提炼了世界一流科技园区的内涵与标

准，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技地产开发理念和运营体系，

积累了先进的理论、团队、资源和品牌等优势，打造了集团

核心竞争力，先后被授予国家自主创新杰出贡献奖、中国科

技地产领军企业、中国产业园区品牌影响力企业、中国房地

产模式创新领军企业、中关村创新发展 40 年杰出贡献奖等荣

誉称号。

作为科技地产领军企业，北科建集团正按照国家创新驱动、

新型城镇化、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创新创业的战略要求，做优科

技地产、做精住宅地产、做实金融业务、做强城市运营，实现

由科技地产向文旅地产、养老地产等产业业务的横向拓展和科

技新城向智慧产业新城的产品升级，进一步加大京津冀战略谋

篇布局，推动由科技地产开发商向新城新区开发运营商的再次

升级。

·嘉兴智富城

·天津中加生态示范区

从科技地产到科技新城始终引领先行
Unremitting Leader and Pioneer on the Pat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al Estate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 City

4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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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网站

·社保卡

·北京通

 “数字北京”到“智慧北京”
Evolution from “Digital Beijing” to “Smart Beijing”

50 51

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首都信息”）成立于

1998 年 1 月。2001 年 12 月，首都信息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创

业板挂牌上市。2011 年 1 月，首都信息公司转香港联交所主

板上市，股票代码：1075。作为北京国资体系内电子政务领域

的龙头企业，凭借首都政务信息化服务的丰富经验及信息资源

优势，首都信息承担并完成了多项北京市乃至全国重大信息化

应用工程建设、运营和维护工作，为“数字北京”和“智慧北京”

建设作出突出贡献。以最高服务标准，在抗击非典、北京奥运、

国庆阅兵、APEC 峰会、“医药分开”、“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党的十九大、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全国及北

京两会、北京马拉松赛事等重大事件的政务网络保障中成功接

受检验；为北京市电子政务系统、社保卡系统、医疗保险信息

系统、住房公积金系统、空气质量监控系统、社区服务信息系统、

积分落户信息系统等提供持续、可靠、稳定的信息技术服务；

在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信息化建设、雄安新区建设和冬奥会

筹办中，展现出“讲政治，信得过”的国企形象。

二十多年来，首都信息紧紧把握时代跳跃脉搏，与时俱进

开创互联网时代业务新领域，构建了基于顶层设计的“三平台

+ 五领域”创新型业务格局，肩负起建设中国智慧城市的历史

使命。“三平台”即以首信大数据分析处理系统为核心，推进

和形成面向医疗健康、养老、信用、环保、城市管理等行业大

数据创新服务平台；以数字光纤、无线政务专网、有线政务专

网为核心，形成“智慧北京”坚实的一体化政务网络平台；基

于 IAAS、PAAS、SAAS 服务及私有云解决方案的首信云平台。

“五领域”即在智慧政务服务领域，助力政府职能转变，实现

互联互通，资源共享，打造电子政务新生态；在智慧民生服务

领域，以服务民生为己任，在多领域支撑政府民生服务，打通

便捷通道；在智慧城市管理领域，采用物联网和定位技术，实

现广泛采集，精准定位，助力政府实现城市管理智能化；在智

慧医疗健康领域，以医保系统运营为核心，以医疗机构信息化、

医保商保结算平台为两翼，形成行业化的智慧医疗健康解决方

案，使医疗服务更加贴近百姓需求；在智慧企业创新领域，聚

焦企业信息化市场，面向国有企业、财务公司、信托企业，提

供一体化企业资产金融与集团管控行业解决方案。

51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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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数字认证”）

成立于 2001 年，是北京国资公司控股的国有企业，致

力于保障信息系统安全可靠运行、保护网上业务可信

开展以及提供数字资产保护的信息安全集团化企业。

2016 年，公司在深圳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是国内首

家登陆创业板的电子认证企业。

公司以提供高品质的信息安全服务为己任，帮助

用户创建安全可信的网络空间。目前，公司旗下拥有

安信天行、数字医信和数字认证（武汉）三家全资子

公司，版信通和中天信安两家参股公司，业务实现全

国布局，重点覆盖政府、卫生、金融、企业、交通、

教育等领域。

公司拥有行业一流的技术研发团队，全面掌握电

子认证基础设施、电子认证服务、电子认证产品的核

心技术。通过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的整合应用，数

字认证能够满足多行业多业务在数字化浪潮下可信数

字身份、可信数据电文、可信网络行为等网络信任需求。

共建可信任的数字世界
Joint Creator of a Credible Digital World

在安全服务方面，全资子公司安信天行以提供专

业的网络安全服务为核心，为政务、卫生、金融、教育、

广电等领域信息化建设保驾护航。安信天行为百余家

部委和市级委办局提供安全运维保障服务；为北京市

市级政务云提供安全监管服务；先后承担“2008 年北

京奥运会”、“国庆 60 周年”、“APEC 峰会”、“一

带一路”高峰论坛、全国“两会”等重大会议和活动

的网络安全保障工作。

经过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数字认证已经成为人才

荟萃、朝气蓬勃的创新型高科技企业，建立了一支拥有

1000 多名员工，集科研技术管理、产品设计研发、工

程项目实施、市场营销、经营管理和运行服务于一体的

专业队伍。作为国内最大的网络信任服务提供商，数字

认证秉承“以人为本，追求卓越，求实创新，和谐共生”

的企业理念，实现客户满意、员工进步、企业发展，致

力于建立可信任的数字世界，不断向社会提供高品质的

信息安全服务，帮助用户构建安全可信的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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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诚和敬养老健康产业集团（简称“诚和敬”）由北京

国资公司于 2012 年 8 月出资 10 亿元人民币设立，本着“诚实、

和谐、敬爱”的企业文化和“诚和敬老、幸福中国”的企业使命，

致力于开创中国养老的新模式，成为全国最优秀的养老健康产

业集团。

诚和敬设立机构型养老品牌 - 诚和敬长者公馆，社区型养

老品牌 - 诚和敬养老驿站，目前已在北京东南西北布局 6 家大

中型养老机构及 130 家养老驿站，实现了主城区和城市副中心

的全覆盖，形成大 - 中 - 小 - 家的网络化布局，为长者提供机

构、社区及居家养老专业服务。诚和敬养老驿站公司作为全国

唯一一家 ISO 标准化认证的养老驿站公司，为全国社区养老的

科学化、标准化管理提供诚和敬方案。

诚和敬在传统养老服务的基础上致力产业链的构建：“乐智

坊”成为认知症和帕金森症管理的领先者；“诚和美美”智慧微

型中央厨房以“机器人生产 + 个性营养配餐”助力解决长者营养

膳食难题；“诚和敬学院”搭建线上线下、多岗位、科学化的专

业养老人才培养体系并广泛开展全国公益培训；“适老化设计中

心”帮助改造长者居所，提高长者起居安全和舒适度；“小

“养老新模式”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New Mode of Pension” Endows Old People with Treasure Sense of Security and Happiness

诚未来科技事业中心”自主研发驿站指挥中心、管理云平台、

无人驿站等，将智能设备与运营支持相结合，以智慧养老助推

智慧城市建设；“口述历史 - 讲述者”深入挖掘和记录长者生平，

为长者提供心灵慰藉并传承优良家风文化；“慰老迎新会”为

长者提供展示良好精神面貌的舞台；“养老健康产业创新创业

大赛”引领健康养老产业投资新风向。

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求，诚和敬借助社区融入度高、

服务综合性强、党建共建模式成熟等优势，以为老服务为中心，

统筹机构、驿站、社区和志愿者等资源，与社区共同开展 15

分钟救助圈、党建共建、残疾人康复、幼儿照护、精神文化、

便民服务、教育培训、社区维稳等综合服务，不断提高社会公

共服务的精细化和专业化水平。

诚和敬作为超大型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和养老产业的探索

者、以养老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居民生活服务商、政府社区综

合治理的承包商，树立了全国“新时代、新养老、新生活”的

行业标杆。未来，诚和敬还将积极开发养老业务生活场景化大

数据，通过 AI 技术促进我国养老产业现代化、科技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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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集成电路设计园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设计园”）

是北京市委、市政府为了推动北京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扶植

中小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培育集成电路产业创业环境，提升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根据《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的若干政策》由北京国资公司出资设立。设计园于 2002

年开园，园区坐落于中关村科学城核心区知春路大运村，拥

有量子芯座、量子银座共计五万平方米的写字楼，交通便利、

位置优越，比邻清华、北航、中科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智

力资源密集。

自建园以来，设计园累计服务了北京君正、兆易创新、

歌尔声学、首都信息等企业 200 多家。通过“两团六库四中

心”的服务体系建设，设计园搭建集成电路设计公共服务体

系（EDA）平台，累计为企业节省研发费用 2 亿多元，为北

京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取得了较好的

北京集成电路设计园有限责任公司
Beijing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 Park Co., Ltd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设计园先后被工信部等主管单位授予

国家（北京）集成电路产业园、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

平台、北京市小企业创业基地、中关村集成电路留学人员创

业园、中关村开放实验室等称号。  

为支持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建设中关村集成电

路设计园，设计园根据北京市整体安排，自 2016 年开始对

园区产业定位进行了调整。自转型以来，设计园公司积极响

应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号召，明确了服务北京人

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新方向，提出了聚资源、优生态，打造创

新高地的战略目标。目前园区已聚集了如神策数据、燧原科

技、北斗位置服务、首信云在内的一批大数据、GPU、云计

算服务头部企业以及北京前沿国际人工智能研究院等新兴科

研机构和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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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与责任 , 让我们共同承担

充分发挥国有投资控股公司功能作用，切实履行国

企社会责任，关爱企业员工发展，是北京国资公司一直

坚守的信仰。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发挥资

源优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首都发展，完善金融、文体、

环保新能源、智慧宜居城市相关产业布局，坚持提质增效，

增强企业发展活力，积极参与捐赠活动，认真履行公益

责任，努力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自 2009 年以来，北京

国资公司参加各项公益事业累计捐款超 5000 万元。积极

落实市委市政府扶贫工作和市国资委“一企一村对接”

要求，助力门头沟区梁家庄村精准扶贫。积极投入北京

产业援藏项目，承建京藏交流中心援藏干部公寓，打造

北京援藏工程的地标性建筑。同时围绕员工发展，持续

完善岗位绩效薪酬制度，提升劳动关系管理，优化人才

培养机制，加强培训体系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员工活动，

打造和谐的企业文化。强化安全生产管理，逐级签订安

全生产责任书，定期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确保

公司平稳运营。推进法治国企建设，全面开展法务垂直化，

加强公司法务管理体系建设及落地执行，进一步提高依

法治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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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BENEFIT AND 
GREAT RESPONSIBILITY 
ON SHOULDER

BSAM keeps “Emphasis on Social Benefit and Orientation to Economic 

Benefit” in mind, does its best to give full play to functions and roles of 

state-owned investment holding company, earnestly performs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and attaches importance to 

employee development. These are unswerving faiths of BSAM.

Since its inception, BSAM always fulfills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of business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gives full play to resource advantages, echoes with China’s major 

strategies and Beijing’s development, improves the industrial layout 

of financial industry, cultural and sports industr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new energy industry and smart and livable city related 

industry, adheres to improvement of both quality and efficiency, 

enhances corporate development vitality, vigorously participates in 

donation activities, earnestly fulfills public welfare responsibilities, 

and strives to give back to the society with practical actions. Since 

2009, BSAM has made various types of donations amounting to 

over 50 million yuan in various programs for public interest. BSAM 

vigorously implemen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PC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and Bei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and the requirement of Beijing Municipal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one enterprise in 

pair with one village”, and contributes to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Liangjiazhuang Village of Mentougou District in a targeted manner. 

BSAM actively plays its role in Project of Beijing Industry Aid for Tibet, 

builds apartment for cadres sent to aid Tibet in Beijing-Tibet Exchange 

Center, and makes it a landmark building for Project of Beijing 

Industry Aid for Tibet. Moreover, BSAM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employees, continuously improves job performance 

compensation system, improves labo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optimizes professionals training mechanism, strengthens the training 

system, carry out a wide range of employee activities, and creates 

harmonious corporate culture. BSAM strengthens work safety 

management, signs responsibility statement on work safety at every 

hierarchy, launches safety hazard investigation and rectification on a 

regular basis, and ensures the smooth operation at company level. 

BSAM boosts state-owned enterprise construction under the rule of 

law, comprehensively carries out the verticalization of legal affairs, 

intensifies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of corporate 

leg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further improves the ability to manage 

the whole enterprise according to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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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国家重大活动

在国家重大活动中敢于担当，经受了考验，保障了

国家重大活动顺利开展，赢得了社会各界广泛赞誉。北

京国资公司多年来一直参与国家重大外事活动、重要文

化交往活动的服务保障工作。高水平完成了 2008 年北

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六十周年庆典，2014

年北京 APEC 会议，2015 年北京申办冬奥会，2017 年“一

带一路”高峰论坛，冬奥会申办成功及会徽发布，2019

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大型活动的服务保障任务。承担

了鸟巢、水立方两大奥运主场馆的赛后运营和综合利用，

为国内外奥运场馆赛后运营树立了标杆，创造了“中国

经验”。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中，北京国资公

司承担了国家速滑馆投资建设、鸟巢开闭幕式服务保障、

水立方冰壶比赛场馆改造以及赛时保障任务。

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不断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服务首都“三件大事”，

自觉融入首都发展大局。落实北京新一版城市总体规划，

积极参与“四个中心”功能建设。以北京城市副中心建

设为主战场，推动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京津冀协同发展。

充分发挥京津冀产权市场发展联盟、京津冀资产管理战

略联盟、京津冀演艺联盟、京冀融资担保联盟功能作用。

助力首都生态文明建设

以绿色动力、华誉能源为依托，聚焦固废处理、餐

厨垃圾处理、环境监测与治理等领域，打造以固废处理

为主业的环保领军企业，构建业务覆盖面更广的产业集

群。拓展餐厨垃圾、固废处理等产业链上下游领域和细

分领域，实现集团化发展；培育新能源、环境监测和治

理等新领域的专业化产业平台，在首都打赢污染治理攻

坚战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积极培育民生相关产业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主动服务国际一流

和谐宜居之都建设，在社保卡系统、医疗保险信息系统、

住房公积金系统、空气质量监控系统、社区服务信息系

统等民生服务中，树立新国企形象，为百姓生产生活提

供便利。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健康中国战略”，

以首都医疗集团、诚和敬公司为依托，发挥资本运作优

势，更好满足百姓医疗养老需求。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规范对外捐赠行为，加强对外捐赠事项的管理，有效维

护股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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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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