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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坪坝西永片综合保税区，绵延的
铁丝网，隔离出一片广袤的厂区。这里
是我市加工贸易的主要承接地，每年全
球三分之一的笔记本电脑从这里生产出
来，并由此形成年产值近6000亿元的电
子信息产业集群。

坐落于西永片综合保税区B区的
SK海力士，是我市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中
最重要的成员之一。2017年，SK海力
士重庆工厂实现芯片产量约7.9亿颗，
占这家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存储器生产商
全球产能的30%以上。

看好重庆的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及
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连接点的区
位优势，今年，SK海力士已经启动重庆
项目二期工程。明年投产后，该公司芯
片年产量将达到12亿只，占整个SK海
力士闪存产品的40%以上。

一期项目从落户到投产
只花了10个月

西永微电园开发有限公司副总陈昱
阳介绍，手机、电脑、耳机等几乎所有的
数码电子产品，都有一个必需的配件，就
是存储器。韩国SK海力士是仅次于三
星的全球第二大存储器生产商，在电子
信息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

搭乘全球产业转移东风，2013年5

月，SK海力士与重庆市政府签订协议，
在重庆投资建设半导体封装测试工厂，
为华为、VIVO、OPPO、小米等手机厂
商和联想等笔电厂商提供配套。

2014年9月26日，SK海力士在渝
项目一期竣工投产，成为中国产能最大、
技术含量最高的芯片封装测试企业。值
得一提的是，从正式落户到最终投产，只
花了10个月，创造了SK海力士海外建
厂的最快速度。

区位优势和产业政策引领
促使SK海力士追加投资

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SK海力士决
定在重庆扩建封装测试生产线。2017
年9月23日，该公司与重庆市签署了有
关二期项目的谅解备忘录。

SK海力士重庆公司负责人吴在盛
表示，目前二期项目进展顺利，预计在
2019年建成投产。

陈昱阳介绍，SK海力士在渝二期项
目建成后，可进一步带动我市集成电路
产业的上下游企业（设计业、芯片制造、
封装测试业、半导体材料业、半导体设备
等）的发展，对重庆打造集成电路产业链
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该项目还将给重庆带来更多
的就业岗位。吴在盛介绍，SK海力士重

庆工厂的封装测试生产线全年365天连
续工作。随着产能的不断扩大，员工将
逐步增加，预计二期项目启动后员工将
增至2000名。同时，重庆工厂也一直在
持续追求本地化，以后会进一步增加本
地人力。

“重庆，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中心城
市，也是展现世界IT产业现在和未来的
高端大都市。便利的交通和物流、完善
的基础设施等条件，使其具备了对IC产
业发展的有利环境，”吴在盛说，地方政府
和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的大力支持，也
为SK海力士选址重庆起到了推动作用。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政策引领以
及由此形成的良好的产业生态，也是促
使SK海力士追加投资的重要原因。据
悉，《“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规划》中，要求面向IC产业不遗余力地
支持科学技术创新。自2008年颁布实
施“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
工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后，包括我市在
内的全国各省市，先进制造工艺、存储器
等生产线建设不断加速。

我市形成完备的集成电路
全产业链

吴在盛表示，SK海力士将以重庆二期
项目为契机，引进先进集成电路的封装、测

试、生产、管理与技术，同时培养一大批具
有技术创新能力、国际化经营管理能力、
能参与产业相关国际事务的生力军，成
为世界领先的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企业。

企业的发展，对于我市而言，则收获
了一条完备的集成电路全产业链。重庆
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在集成电路产业
设计端，重庆本土的西南集成、中科芯亿
达等企业，在射频、驱动、功率等模拟及
数模混合 IC设计方向取得建树，近年
来，我市还引进了锐迪科、弗瑞思科等企
业发展通信、数据传输等IC设计业务。

在制造端，我市已有中电科两条
6英寸军民融合芯片生产线，华润微电
子8英寸功率及模拟芯片生产线，并引
进了万国半导体在渝建设12英寸电源
管理芯片生产线及封测线。

在封测端，我市本土企业平伟实业
已屡有建树，SK海力士重庆项目实现了
集成电路新型研发机构和12英寸芯片
项目落地。在功率器件封装测试线上，
我市引进的嘉凌新科技等企业，已经落
户投产。

在原材料配套端，我市引入的超硅
半导体、奥特斯等企业，分别在大尺寸硅
片和封装载板方向名列国内前茅……自
此，一个集设计+工艺制造+封装测试+
应用方案+市场运营于一体的集成电路
全产业链，已经在我市形成。

全球存储器巨头SK海力士
为何追加在渝投资

明年2期项目投产后，重庆将占其全球产能4成以上
本报记者 吴刚

本报讯 （记者 郭晓静）
5 月15日，在英山县举行的“大
别山（黄冈）中外茶界恳谈会”上，
重庆聚立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聚立信）研发的生物农
药金龟子绿僵聚CQMa421（以
下简称421），以其既能杀灭茶叶
害虫，又没有农药残留的新特性，
震惊四座。

此次恳谈会是全球茶界的一
次盛会，国际茶叶委员会主席伊
恩·吉布斯、加拿大茶叶与花草协
会主席露易丝·罗贝热、马来西亚
茶叶商会常务会长刘俊光、中国食
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会长边振瑚、中
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茶叶分会
秘书长蔡军等大腕纷纷出席。

伊恩·吉布斯在会上强调了
茶叶农药残留的问题，并认为这
是影响中国茶产业进一步做大做
强、扩大出口的最重要因素。据
介绍，2016年，世界环保组织“绿
色和平”对中国15个茶品牌下的
26份茶叶样品，进行了农药残留
指标的检测，结果显示只有1个
符合标准，超过半数抽检样品都
被查出含有国家禁用农药。

生物农药421是由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重庆大学基因
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重庆市“杀虫
真菌农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
任、聚立信首席科学家夏玉先博
士经过十余年的研究，在上千个
标本中筛选出的421菌株，具有
更好的广谱性、更佳的稳定性、更

强的抗逆性，是新一代高效的真
菌生物杀虫剂。

聚立信国际战略顾问邓克明
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该系列生物
农药能有效查杀茶毛虫、茶小绿
叶蝉、茶尺蠖、茶蓟马等害虫，目
前已经在贵州凤冈、福建漳平、雅
安名山、重庆秀山、重庆永川等地
展开了大规模试验。

在重庆秀山千亩茶园的试验
显示，生物农药421针对茶毛虫、
尺蠖、红褐斑腿蝗、茶小绿叶蝉的
防治效果在85%以上。

在福建漳平台品茶业公司的
1800亩生态樱花茶园的试验显
示，应用生物农药421防治茶小
绿叶蝉后，制作的台湾乌龙茶已
顺利通过欧标茶458项检测。

目前，聚立信已拥有国际领
先的全封闭一体化大规模固态发
酵技术，其位于涪陵的生产基地
可年产2.8万吨生物农药制剂，
聚立信也成为全球首席绿僵菌工
业化生产商。

伊恩·吉布斯说，他看到了中
国企业消除农药残留所做出的努
力。“我要做的，就是帮助全世界
的消费者重树信心，告诉他们中
国茶产业和生物农药领域取得的
成果。”伊恩说。

夏玉先还透露，目前该公司
基于生物农药421，已经研发出了
针对桃树、甘蓝、茶树、烟草等农作
物病虫害防治的新品，并经过农
业部的公示，即将进入市场销售。

重庆造生物农药
获国际茶委会主席点赞

本报讯 （记者 廖雪
梅）5月17日上午，重庆市环
卫集团与中国工程院院士陈
勇签订重庆市环卫集团院士
工作站合作协议，投资5000
万元建设全国首个环卫领域
院士工作站。该工作站将汇
集全国固废垃圾处置领域的
顶尖科研人才，合力破解中国
垃圾处置难题。

陈勇是中国固废垃圾资
源化利用领域的学术权威，主
要从事有机固体废物资源化
与能源化利用、生物质能利用
技术、能源战略等领域研究，
201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
士。

重庆市环卫集团院士工
作站成立后，将紧扣中国垃圾
处置实际，着力开展四大研发
课题——

一是研制生活垃圾智能
多级精选、分选系统，开发智
慧环卫大数据系统，建立垃圾
分类物流基地，为垃圾分类处

理提供技术保障。
二是开展餐厨厌氧废水、

垃圾渗滤液短程硝化-厌氧
氨氧化以及难降解有机物生
物共代谢技术攻关，降低废水
处理成本及相关环境管控关
键问题，为城市有机垃圾控污
减排提供技术支撑。

三是攻克餐饮废油、地沟
油生产生物柴油过程中甘油
高效快速沉降、高纯甘油提取
以及地沟油原料标准化生产
处理等关键技术瓶颈，实现废
弃油脂的高效转化和资源再
利用。

四是发挥高端智库作用，
为重庆市正在建设的干/湿高
温厌氧、市政污泥热水解、病
死畜禽无害化资源化、城市垃
圾应急填埋等城市固废垃圾
能源再生综合处理处置集成
示范产业基地提供技术指导，
并为提升重庆市固废垃圾处
置水平及环卫行业发展提出
建议。

全国首个环卫领域院士工作站
落户重庆

本报讯 （记者 吴刚）我市实施以大数
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
划，不仅吸引了新的外来资本，还促进了已经
落户的企业进一步追加投资。5月17日，在渝
深耕多年的全球电气和自动控制巨头ABB在
两江新区挂牌成立机器人应用中心，为“重庆
智造”再添生力军。

ABB是最早在中国开展工业机器人本地
研发及本地生产的跨国企业之一。此次挂牌
的ABB机器人重庆应用中心，是继珠海和青
岛之后在华成立的第三家。该中心将为重庆
和西部地区客户提供从应用开发、前端销售、
系统集成到客户服务的全价值链业务支持，重
点满足汽车制造、3C产品制造、装备制造和消
费品制造等领域对工业机器人快速增长的市
场需求，帮助客户提高生产柔性、效率、安全及
可靠性，进而打造互联、协作的未来工厂。

“重庆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现代制造业基
地，在中国的经济版图特别是制造业版图上占
据着重要地位。”ABB中国机器人及运动控制
事业部负责人李刚表示，重庆及其辐射区域是
非常重要的机器人应用市场，他们希望ABB
机器人重庆应用中心能够进一步提升对重庆
和西部地区市场与客户的响应速度。

据介绍，作为我市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成
员的ABB，自1998年入渝以来，先后投资了变
压器、涡轮增压系统、综合服务等业务，曾在渝
举行了最大规模的年度客户活动“ABB自动化
世界”。2017年，ABB与我市签署了《战略合
作谅解备忘录》，在工业、能源、交通和基础设
施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利用行业领先的数字
化解决方案，助力重庆打造国家重要的现代制
造业基地。

“重庆智造”再添生力军

ABB机器人重庆应用中心挂牌

全国首个环卫领域院士
工作站为何落户重庆？将
给重庆的垃圾处置带来什
么利好？5月 17日，重庆日
报记者就各方关注的热点
问题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
士陈勇。

陈勇介绍，中国垃圾存在
成分复杂，有害物质多，粗放
处理极易造成环境复合污染
等问题。为此，开发适应中国
垃圾成分和特性的新工艺、新
装备、新技术，让垃圾变资源，
资源变能源势在必行。

陈勇透露，他去过全国很
多地方考察城市生活垃圾处
理情况，重庆在垃圾处置方面
的工作很踏实，管理水平也较
高。在他看来，重庆环卫集团
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有利于
他们将各种环卫科技创新成
果技术落地。

如何运用科技手段加快
推动垃圾分类、实现垃圾减量
化、无害化、资源化利用？陈
勇介绍，之前他们建立了“地
沟油云”，利用互联网对地沟
油的去向进行全程追踪，保证
这些地沟油的处理在平台的
监控范围内。接下来，他希望
能与重庆市环卫集团合作，建

立“垃圾云”平台。
陈勇进一步介绍，如今，

城市垃圾数量、种类与过去相
比都有所增加，如果继续采用
传统的方式垃圾处理效率会
比较低，因此利用互联网技术
提高垃圾处理水平将是他未
来研究的重点方向。他希望
在重庆建立“垃圾云”平台，利
用互联网技术对垃圾处置情
况进行跟踪、监控以及智能化
管理，更好地推进重庆的垃圾
分类工作。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勇：

希望与市环卫集团
联手创建“垃圾云”

本报记者 廖雪梅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勇接
受采访。
（图片由市环卫集团提供）

5月17日，在位于两江新区水土高新生态城的ABB机器人重庆应用中心，来自重庆及西部地区的汽车、3C产品制造、
装备制造等行业的客户在此参观考察。 记者 张锦辉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艺）第二十一届
中国（重庆）国际投资暨全球采购会（以
下简称渝洽会）将于5月25日至28日在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办。5月17日，市
政府新闻办发布消息：截至目前，已有
6000余家企业（机构）确认参展参会，初
步收集到228个签约项目，涉及“互联
网＋”、新能源、金融、能源化工、电子信
息等领域。

更开放
67 个国家和地区参展，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成亮点

本届渝洽会主题为“互联互通新时
代，内陆开放新格局”，展览面积达11万
平方米，共设开幕式及国际展、“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展、中国品牌展、新时代中
国经济展、西部合作展和渝博展等8个
馆6大主题展，将举行开幕式暨重大项

目集中签约、集中会见等重大活动，以及
以“内陆新高地，开放新机遇”为主题的
主旨论坛。

截至目前，共有俄罗斯、英国、意大
利、日本、匈牙利、马来西亚、泰国、越南、
老挝等67个国家（地区）确定参加本届
渝洽会，其中有相当部分属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本届渝洽会将举办“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展，展示这些国家（地区）的重要节
点城市，推介“一带一路”建设及极具发
展前景的企业、项目。展会期间，众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将来渝举办
推介活动，如前不久刚与重庆签署了物
流领域投资贸易合作协议的越南，此次
就带来了农业、水产业、旅游业等领域的
优质产品和项目；此外还有中国－阿拉
伯国家博览会品牌推介会、“渝新（新加
坡）携手，互联互通”投资合作圆桌会议
等。

国内省市也积极参展。截至目前，
已有上海、四川、云南等17个省份，香
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广州、深圳、厦
门等部分副省级城市，内江、南充等一批
地级市，以及100余家商协会参展参会，
推介其优势企业和项目。

围绕国内合作，本届渝洽会将举办
西部合作展、渝博展，以及内蒙古河套绿
色农畜产品经贸洽谈会、宁夏·重庆先进
装备制造产业对接洽谈会等特色专题活
动。

更创新
新技术新产品齐聚，特装

展达96％为全国面积最大

本届渝洽会更加突出创新元素，将
举办中国品牌展和新时代中国经济展，
展示央企、国企和核高基项目，突出大数
据、智能制造、新锐互联网、科技金融等
新兴产业，推广新商业模式、创新产品和
新经济生态，包括长安汽车300公里逸
动纯电动车、华数机器人等新科技、新产
品均将在展会亮相。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渝洽会特装展
达96％，是全国展会特装面积最大的展
览会。

据悉，在国际展区，各参展国除展示
本国特色文化、产品外，将着力突出互联
互通模式下的合作共赢，体现出对“一带
一路”倡议的积极响应；在国内展区，各
省区市代表团既展示本地形象与特色产

业，又突出推介自身优势企业和项目；在
企业展区，进出口银行等企业将集中展
示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全球化、
多元化、一体化服务的优势。

更高端
已收到签约项目228个，

涉及“互联网＋”、新能源等

本届渝洽会还将举行国别、省份、市
县、企业经贸交流活动。

展会期间，还将开展全球贸易采购
对接活动，促进保税贸易、跨境电商等
新型贸易合作。此外，“央企重庆行”主
题活动将助力中央企业加强与地方的
经贸合作，并将广泛开展与各方的互动
交流。

据统计，本届渝洽会上，将有291家
世界500强、1500多家跨国公司参展参
会，包括特斯拉、安永、普洛斯等国际知
名企业以及一批央企。

截至目前，组委会初步收集到228
个签约项目，涉及“互联网＋”、新能源、
金融、能源化工、电子信息等领域，都体
现了高质量发展要求，项目含金量大幅提
升。

渝洽会吸引众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展
■截至目前，已有67个国家（地区）的600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其中有291家世界500强、1500多家跨国公司
■签约项目涉及“互联网＋”、新能源、金融、能源化工、电子信息等领域

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