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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紫光展锐西南芯片研发中心项
目落户重庆两江新区。这是自2月我市与紫
光集团签署《共同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战略合作协议》以来，
紫光集团在渝落地的又一重点项目。

据了解，该中心将打造“移动智能终端芯片
研发中心”和“数字电视芯片研发中心”两个主
体。其中，“移动智能终端芯片研发中心”投资
约24亿元，预计年内投用。“数字电视芯片研发
中心”投资约22亿元，有望今年9月份投用。

紫光首次与政府合建研发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数字电视芯片研发
中心”，是紫光集团在芯片设计业务中，首次与
政府合资共建研发中心。

未来，该中心将成为紫光集团在该领域的
全球研发总部，承担紫光全球数字电视芯片设

计研发和产业化工作，并以此为依托，聚集下
游智能电视生产企业及核心配套企业落户重
庆，预计5年内研发团队达350人，销售收入近
20亿元。

北京紫光展锐科技有限公司相关人员介
绍，该研发中心将贴近国内智能电视产业链，
充分发挥“优质技术＋本地化服务”的高性价
比优势，成为紫光展锐泛芯片发展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增强紫光在多类型芯片市场的创新
实力。

此前，紫光集团已分别在台湾、北京、深
圳、上海等地布局了数字电视芯片研发机构。
待重庆数字电视芯片研发中心建成后，紫光集
团还将陆续整合其他地区的研发力量。

强强联合追赶联发科、高通

紫光展锐西南芯片研发中心的另一主体

——“移动智能终端芯片研发中心”，显露了紫
光在芯片核心应用领域追赶联发科、高通等的
战略意图。

2018年1月19日，中国内地最好的两家
IC（集成电路）设计公司——紫光集团旗下的
展讯通信和锐迪科正式完成整合。作为国内
首屈一指的TD－SCDMA基带芯片供应商，
展讯在物联网和其他智能连网设备应用方面
有所缺乏，而锐迪科早已在相关领域布局多
年；此外，在未来5G环境下，手机等移动智能
设备需要更强大的射频元件支持，而锐迪科在
该领域拥有极大技术优势，从而与展讯芯片产
品形成了极强互补。

业内普遍看好这次整合。鉴于未来数年
内，智能手机仍将是各大应用处理器厂商的主
要出货板块，有专业人士指出，位于重庆的“移
动智能终端芯片研发中心”可能成为展锐与高
通、联发科等巨头开展同一市场竞争的重要支

点。同时展锐移动终端SoC（系统级芯片／片
上系统）整体解决方案的研发也可能在重庆实
施。

作为重庆与紫光集团系列合作项目的核
心项目之一，紫光展锐西南芯片研发中心，未
来业务还将涉及汽车电子、新型物联网终端
等，在本地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
济融合发展等领域，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

重庆“芯、屏、器、核”生态链进一步完善

两江新区相关人士表示，紫光展锐西南研
发中心落户重庆，与重庆推进中的亿台级全球
智能终端基地相衔接，有利于重庆电子信息产
业形成一个垂直整合的完整产业链和价值链。

记者了解到，2010年至2017年，重庆电
子制造业年产值由626亿元增长至5700多亿
元。与此同时，电子制造业的地位也在不断提

升，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3％提高到
24.5％，已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

目前，AOS、莱宝高科、京东方、奥特斯等
知名企业纷纷入驻两江新区。紫光展锐西南
研发中心的落户，则将进一步推进新区“芯、
屏、器、核”智能终端的全产业生态链布局，强
化重庆在核心芯片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加速
带动重庆本地产业链升级。

“我们的数字电视芯片类产品全球出货量
排名前三，占比全球市场份额的9.18％。重庆
的研发中心将把紫光集团在芯片领域的技术
及产业积累，与重庆本地信息产业优势基础结
合起来。”紫光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签约
项目的实施，将在重庆形成百亿元的芯片业务
营收增长，同时还将充分发挥芯片对下游方案
设计和制造产业的集聚效应，形成从芯片设计
到整机制造的自主创新产业链条，撬动重庆电
子信息产业链超万亿级的产值增长。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5月15日，记
者从两江新区获悉，首艘泰州—重庆集装箱班
轮“绿动优力博0413号”于近日抵达果园港。
果园港长江经济带“朋友圈”再扩容。

“绿动优力博0413号”班轮于4月13日上
午从江苏省泰州国际集装箱码头起航，其重庆
之行标志着江苏泰州港—重庆港集装箱直航航
线正式开通，这也是泰州首条集装箱内贸直航
航线。

随着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等战略的深
入实施，泰州港正加快成为泰州对外开放的新引
擎。2017年，泰州港集装箱吞吐量达33万标箱，
同比增长35％，增幅位居长江沿线港口前列。泰

州市及周边地区运至重庆的货物主要有大豆、豆
粕、面粉、电机、冰箱、不锈钢、化工品等产品。

泰州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峰
表示：“泰州港—重庆港集装箱直航航线的开通，
相当于泰州与重庆间有了门对门的‘快车’。许
多货物无须像以往那样走陆路或绕道其他港口，
运输时间可节省8－10天，为泰州及周边货主企
业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

作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
我国内陆最大多式联运枢纽港的果园港，正积极
参与长江经济带物流产业整合与区域相通共
进。重庆港务物流集团负责人告诉记者，该直航
班轮是重庆港务物流集团与泰州港务集团本着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深度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
而打造，将有利于加强长江上下游货源对流，带
动内外贸集装箱衔接中转，进一步畅通长江干线
水路运输物流通道，拓展多式联运发展空间。

今年1月初，重庆港务物流集团与江苏省
泰州港核心港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重庆
港—泰州港大物流通道。双方将在货源信息互
通、港口资源共享等方面广泛开展合作，进一步
拓展磷硫集散业务，共建大宗件散货转运基地，
探索开辟集装箱定点航线。这是重庆港务物流
集团在实现长江经济带铁路、港口、航运等资源
整合与互动，完善多式联运体系，降低物流成本
的又一有力举措。

首班泰州—重庆集装箱班轮抵港

果园港长江经济带“朋友圈”再扩容
本报讯 （记者 周雨）5月15日，由

全球最大铜加工企业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
司投资的西南铜材生产基地在江津珞璜工
业园开工建设。该项目总投资30亿元，达
产后年产值预计超过100亿元，将使江津再
增一个百亿级企业。

该项目于今年2月7日签约入驻江津珞璜
工业园，占地230亩，将建设年产9万吨新型
高效制冷铜管、6万吨高精密度导电铜排等。

该项目将分两期实施，一期工程预计
2018年12月底前完成建设，目前已完成工
商注册、备案、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及方案设
计审核，并成立销售公司。二期预计2021

年12月前完成建设。
据了解，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是由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主板上市公司，
主要致力于高档铜产品、铜铝复合材、铝型
材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是全球最大
铜加工企业、国际最具竞争力的铜加工企
业之一，也是中国最大的铜管、铜管接件出
口企业之一。2017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298.16亿元，利润总额7.05亿元。

根据海亮集团此前与江津区政府签订
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除在江津投资建设
铜材生产基地，还将在江津陆续建设教育、
健康、现代农业等项目。

全球最大铜加工企业
在江津建百亿级基地

紫光集团在渝建芯片研发中心
助重庆电子信息产业冲刺万亿级

本报记者 白麟

改革开放40年
信息通信改变生活

系列报道之一

谋定而后动。在城口、巫溪等深
度贫困地区频频动作的背后，重庆电
信还布局着一盘更大的棋局。

按照我市“精准扶贫”部署，重庆
电信拟向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提
供综合智能信息服务。以封装全新
行业版天翼高清，实现多方视频会议
和可视通话等功能切入，统一打造

“中国电信美丽新农村”。
同时，以当地农村特色产业为基

础，以“互联网+”为手段，结合电信
主要产品，探索建立多元主体参与、
成果共享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培育出
一批特色鲜明的“农业特色互联网小
镇”，奠定重庆电信在农业互联网小
镇应用的行业引领地位。

前述计划将在18个深度贫困乡
镇的92个行政村，按照先试点后推
广的方式逐步推进。

据悉，今年年底前，重庆电信将
在18个深度贫困乡镇政府及其所辖
行政村村委会开通天翼高清乡村行
业版iTV，为这些乡镇打造出一个信
息服务的平台。

天翼高清乡村行业版iTV在电信天翼高
清基础上专属定制，包含农村综合、便民服务、
精准扶贫、可视通话、TV剧场等众多板块，做
到有效地传达政府信息，多方位服务村民。

天翼高清乡村行业版iTV以精准扶贫版
块为特色，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
村民状况，对贫困村民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
扶、精确管理，包括为村民提供扶贫政策解
读、脱贫措施、扶贫真实案例，让村民真实感
受帮扶。

天翼高清乡村行业版iTV立足便民服务版
块，为村民提供交通出行、服务热线、办事机构
指南，这一功能将对那些缺少现代智能电话、
GPS等终端的贫困户起到重要的帮助作用。

此外，天翼高清乡村行业版iTV的党员教
育板块，将联合党政机关向村民传达党建、政
策、文献资讯；政务新闻板块向村民公开村务、
部门职责、领导班子等信息，在乡村信息传达不
及时的环境下，也能快速向村民传达政府声音。

重庆电信 着眼乡村大发展 立足国计惠民生
民生，国之大计。国企，国之重器。

作为国民经济的“顶梁柱”，诸多

国企勇立改革开放大潮潮头，为改善

民生环境作出了重要贡献。

秉承国企发展宗旨，肩负社会

责任担当，重庆电信立足国家发展

大政方针，不断增进重庆民生福祉，

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都是全国

目前正在大力实施的重要“国计”。

作为重庆信息化建设的“主力军”，无

论是在脱贫攻坚前方，还是乡村振兴

一线，到处都活跃着电信人的身影。

今年起，重庆电信将在我市18

个深度贫困乡镇，按照先试点后推

广的方式，统一建设“中国电信美丽

新农村”。按照“一年成示范、三年

立标杆”的思路，培育出一批特色鲜

明的“农业特色互联网小镇”。

1月18日，城口鸡鸣乡中心小学
新建的“爱心小屋”中人头攒动。当爸
爸妈妈熟悉的脸庞生动地显现在电视
大屏上之时，满屋孩子欢呼雀跃。耳
际千里之外传回的亲切叮嘱，更是让
一些孩子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作为“云端陪伴·让爱在身边”公
益项目的重头戏，“爱心小屋”立足重
庆电信高速的光纤网络，通过电视加
装高清摄像头、手机安装“渝眼”APP
的方式，实现手机与电视、电视与电视
之间的高清视频通话，帮助孩子与外
出务工父母实现亲情交流。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
的转移，留守儿童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社会必须去面对和解决。重庆电信希
望通过教育信息化的新技术、新方案，
最大限度帮助留守儿童解决长期与父
母不能见面导致的父爱母爱缺失、信

息化渠道不畅导致的眼界狭窄等问
题。

此次“云端陪伴·让爱在身边”公
益项目所依托的中国电信“智慧校园”
平台，是重庆电信精准扶贫、信息扶贫
的重要平台。

“智慧校园”从网络提速、智慧教
学、智慧管理、家校沟通四个层面，为
师生与家长提供学习空间和丰富的教
学、管理、沟通等多方面信息资源，力
求破除城乡信息化差异，提升教学、学
习效果及学校管理效率。

按照计划，鸡鸣乡中心小学只是
重庆电信“云端陪伴·让爱在身边”公
益项目的起点。目前，重庆电信正在
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大力推进“智
慧校园”建设，通过“云端陪伴·让爱在
身边”公益项目，让爱心温暖更多农村
孩子的心。

重庆电信正在以信息化不断加快
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脚步。

3月22日至23日，在国家级贫困
县巫溪，重庆电信组织党员干部29人
前往红池坝镇渔沙村开展“一对一”脱
贫结对帮扶。

重庆电信帮扶人员对帮扶对象的
生产生活状况、家庭收入来源、产业发
展、住房等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帮助
他们分析贫困原因，共同探讨脱贫致富
方法，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和建议。

去年以来，重庆电信持续加大对巫溪
的投资力度。去年底，重庆电信在红池坝
镇率先完成“精准扶贫”行业版iTV的开
通和安装工作，并顺利完成村委会与镇
政府间多方可视电话系统的同步调测。

该多方视频通话系统，基于重庆
电信iTV视频通话系统。一台电视，一
个机顶盒和一个摄像头，即可实现多方

在线视频会议，有效打破了乡镇与村
委、村委与村委之间的地域限制，具有
图像清晰、声音真实、成本低、安装方
便、操作简单等特点。

同时，该行业版iTV也面向所有公
众用户。同一乡镇用户在同一分组，观
看同一界面。更多即时、有效、有针对
性的资讯和可视通话，由此走入千万百
姓家。

截至目前，红池坝镇所有行政村均
实现电信百兆光纤接入。电信手机信
号覆盖率从原来的40%提升至80%，
建成14个“信息化精准扶贫示范点”。
重庆电信通过“互联网+信息化”应用
手段，为镇政府、村委会提供视频会议、
便民服务、政策宣贯、应急通知、政务公
开、党建远程教育，也为巫溪全县的脱
贫攻坚工作趟出一条“信息扶贫”的新
路。

智慧校园 用云端陪伴留爱在身边 加大投入 趟出信息扶贫全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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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重庆公司将信息化推向乡村

谢恒 图片由重庆电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