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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杜黎明会见了第六届中法青年领
导者论坛参会代表一行。

（记者 杨铌紫）

本报讯 （记者 黄乔）10月
13日，2018年秋季新提任领导干
部法治理论考试举行，1474名新提
任领导干部参考。据了解，此次考
试首次采用最新编写的《新时代领
导干部法治概论》，涉及最新修订的
法律法规，同时增加了德治基本知
识等相关内容。

据悉，此次考试设置了1个市
级主考场和35个区县分考场，市级
主考场参考人数557人，区县分考
场参考人数917人。

市普法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考试的内容以2018年9月出版
的《新时代领导干部法治概论》为
准，涉及《宪法》《监察法》《国家安全

法》等最新修订的法律法规，同时还
增加了德治基本知识。此外，考点
还涉及今年新修订的从10月1日
起实施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相关内容。

“新提任领导干部法治理论知
识考试工作，是我市普法依法治理
工作的一大亮点。从2005年9月
开始实施，每年春季和秋季分别集
中组织考试。”该负责人告诉重庆日
报记者，举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法治
理论知识考试是为加强全市领导
干部法治素养建设，通过以考促学、
以学促用，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推动发
展、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

2018年秋季新提任领导干部
法治理论知识考试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周松）10月
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公安局获
悉，我市一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及
学生代表近日来到沙坪坝区公安
分局，为民警送上“扫黑除恶 匡
扶正义”锦旗，感谢公安机关及时
打掉一个针对大学生的“套路贷”
涉恶犯罪团伙，有力维护了校园安
宁。

前不久，该学院大一学生何某
经人介绍，找到了大学城附近的

“富E贷贷款公司”贷款。何某在
与其签订33500元的贷款合同后，
却被平账、返款等多种名义扣费，
最后仅到手997元。之后，该公司
多次蓄意制造何某违约行为，恶意
垒高贷款金额。因无法偿还高额
债务，何某被该公司多次用堵锁
眼、电话“轰炸”、拦截威胁等方式
催还欠款。何某无奈向沙坪坝公
安报警求助。

沙坪坝公安通过摸排，发现多
起类似案件均跟一个“套路贷”涉恶
犯罪团伙相关，遂成立专案组全力
侦查。经查明，该犯罪团伙主要针
对高校大一学生，以民间借贷为幌

子，通过制造银行流水痕迹，刻意造
成受害人已经取得合同全部款项假
象，然后任意认定受害人违约并要
求立即偿还虚高贷款，甚至采取暴
力手段催债，产生极其恶劣社会影
响。

为了查明案情，办案民警多次
辗转广东、广西、湖南、云南、四川等
地核查犯罪线索，收集犯罪证据。
在查明该犯罪团伙组织架构、犯罪
事实和活动规律后，公安周密部署
抓捕行动，先后抓获该团伙犯罪嫌
疑人37名，为受害人追回损失60
余万元。目前，该犯罪团伙成员已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
步办理中。

据介绍，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开展以来，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坚持
全警动员，广泛宣传发动，纵深摸排
线索，强力破案打击，成功抓获涉恶
犯罪嫌疑人130余人，破获涉恶案
件 90余起，打掉涉恶犯罪团伙 7
个。

沙坪坝区警方吁请广大群众
积极举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
索，警民携手，共同营造和谐安定
社会环境。举报内容一经查证属
实，将按照相关规定对举报人员
进行奖励，并严格保密举报人相
关信息。

沙坪坝区警方
打掉一个“套路贷”涉恶犯罪团伙

10月13日，在仙桃国际大数据谷
举行的重庆市集成电路产业政企学研
面对面交流活动中，来自政府部门、企
业、高校及科研院所、投资机构的专家
和相关人士，纷纷为重庆集成电路产
业发展建言献策。

未来集成电路产业必须
解决“为谁设计”的问题

“集成电路需要以芯片设计企业
为龙头，对于上下游的生态进行布
局。”紫光集团全球执行副总裁曾学忠
指出。设计是集成电路产业链的最前
端，芯片设计企业能够上下游拉通，并
能够推动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政策。短
期来看，重庆应该利用自身优势，在某
一两个设计的“点”上做强，再以此带
动生态发展。

曾学忠举例，目前在芯片设计领
域，紫光集团就在重庆布局了下一代
移动通信、物联网和智慧电视等“点”，
以家庭市场来切入是一个带动生态发
展的非常好的方式。

“过去的集成电路，基本在开发过
程中是有什么材料就做什么‘菜’。现
在一些定制化的需求，不是通用规格
集成电路能够满足的。”在谈到集成电
路设计领域时，OPPO研究院院长刘畅
表示，未来集成电路产业必须解决“为
谁设计”的问题。

刘畅说，作为集成电路的用户
和需求方，像 OPPO 这样的公司随
着创新力度的加大和市场消费升
级，必须和集成电路产业链的一些
伙伴进行更加紧密地沟通，在封装、
工艺制成的选择、芯片规格定义等方
面开展更多互动。而要推动这些设
计领域的沟通与合作，需要有很好的
平台，从产业布局上来讲，则要扩展
到系统设计、整机设计、产品生产等
环节，这样就可以扫除中间障碍，把
最终用户的诉求反馈到集成电路设

计环节上来。
“就设计环节而言，产业平台还要

承担更多公共服务作用，使得企业可
以更专注于核心设计事务，可能只需
花过去1/3的时间和人力，就能够很好
地完成设计。”摩尔精英创始人兼CEO
张竞扬表示，作为芯片行业的一个设
计加速平台，摩尔精英希望在重庆引
进1500多家设计企业，让他们对接重
庆的汽车、机器人等产业。

今年6月，重庆仙桃国际大数据谷
布局集成电路设计园，前后引进了
Arm生态企业，以及高通等集成电路
设计领先企业。摩尔精英今年也刚落
户渝北。张竞扬表示，和渝北区委和
政府的负责人聊专业知识，感觉他们
非常了解集成电路的前前后后。“我们
许多落户企业都充分感受到了重庆发
展集成电路产业的决心和魄力。”

集成电路制造领域应实现
差异化发展

电子科技大学集成电路研究中心
主任张波表示，在集成电路制造领域，
重庆有非常好的优势，在集成电路制
造方面起步较早，拥有华润微电子等
在国内有重要影响力的综合性微电子
企业，也拥有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
汽车等广阔的应用市场。目前，功率
半导体为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提供
了一个很好突破口，重庆需要抓住契
机作好产业引导。

上海新微科技集团总裁秦曦表
示，重庆应在集成电路制造方面采取
差异化发展策略，从智能制造有关的
工业电子、汽车电子等板块入手布
局相关制造业。重庆作为军工制造
能力优势突出的地区，本地在声光电
方面有很好的技术积累，可集中力量
在特色工艺，如功率、射频、传感器等
领域，解决集成电路制造领域“卡脖
子”的问题。

对于上述差异化发展策略，中科
曙光重庆分公司总经理周建超十分赞
同。他说，越是像服务器芯片等复杂、
工艺要求很高的产品的制造，背后越
需要长时间坚持不懈地努力，也越需
要政府的合理引导，不要一窝蜂地去
做，导致重复投入。

打造更多高端研发平台
吸引人才

重庆需要在引进、培育人才方面
进行积极探索，为全市集成电路产业
更好发展提供足够的人才支撑。

活动中，部分专家学者和企业负
责人针对目前重庆集成电路产业面临
的人才状况，摆问题、提建议。

重庆声光电有限公司董事长欧黎
透露，最近两年，公司去国内很多高校
（包括电子科大）招聘，但是基本上没
有人来。目前，来公司的人基本是重
庆本地的，或者跟重庆有一些情结的
人。究其原因，既与公司内部工资待
遇等方面没有处理好有关，也与重庆
对人才吸引力还不够有关。因此，重
庆集成电路产业要真正吸引大批人才
过来，除了企业要想办法外，政府还要
出一些政策。

如何吸引人才？重庆大学教授陈
显平认为，在政策之外，重庆还应该打
造更多的高水平研究院等高端研发平
台。

陈显平介绍，他跟不少人交流时
发现，重庆给予青年人才的钱是高于
其他省份的。“但为什么人才不愿意
来？他们的说法是：我来了拿到钱是
次要的。我要出成果，我要去做科研，
却没有平台。”

“深圳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陈显
平举例说，大疆、华大基因都是以研
究院的形式孵化出来的。这些高水
平的产业技术研究院解决了我们企
业的问题，因为引进更多的高端人才

到研发平台上，我们的硕士、博士就培
养出来了。

电子科技大学集成电路研究中心
主任张波则建议，在微电子人才培养
方面，重庆也需努力。在这方面，重庆
可进一步加大利用国际人才的力量和
国内包括电子科大等在内的高校力
量，加强基础人才的培养。

做好芯片在相关产业中
的应用

重庆声光电有限公司董事长欧
黎坦言，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我国
集成电路在各个产业应用环节是存
在差距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重
庆要更好地发展集成电路产业，首先
要做的一件事就是项目立项，包括有
针对性的用户牵引这个点一定要做
好；其次就是应用环节一定要解决，
如果应用环节不解决，很多芯片产品
做出来不能落地，集成电路产业就很
难发展好。

解决集成电路应用，实际上是解
决具体发展什么产业的问题。对此，
恩智浦重庆半导体有限公司总经理
易生海表示，重庆汽车电子市场有非
常好的基础，汽车电子产业有很大的
发展空间。因为重庆的汽车产量占
全国10%，在全国领先，汽车产业链
的产值占全国6%，汽车电子芯片的
使用量占全国的3%。

清华大学博士、中国半导体协会
理事陈大同建议，重庆发展集成电路
产业，不要用政府“有形的手”去做，而
是要市场化。即以企业作为核心，企
业想做什么，政府要四两拨千斤，对其
予以支持。

“从这个角度上而言，重庆的集成
电路到底应该以什么产业为主，我认
为是不拘一格。”陈大同说，因为重庆
市的环境很好，在手机、笔电、汽车等
不少领域都有基础。

专家学者为重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以芯片设计为龙头布局产业生态
本报记者 黄光红 白麟

（上接1版）
年均 9％以上的 GDP 增速，7

亿多人口实现脱贫，全球第二大经
济体、最大贸易国，世界第一外汇储
备大国……改革开放40年，中国创
造了被誉为“人类发展史上最激动
人心的奇迹”，引发了全球对其成功
原因的持久探究。对大谈特谈“美
国恩赐论”的美国政客们来说，应该
听听国际社会的公正评价。

建议美国领导人读一读有关
媒体所讲述的中国研究人员在极
其艰苦的条件下创业的故事，听一
听德国教授奥勒·德林提到的中国
社会具有“根深蒂固的勤劳和勤学
美德”的观点，了解一下印度经济
学教授姆里蒂乌乔伊·莫汉蒂对中
国共产党“成功顺应环境变化推出
合适战略”的评价，华尔街高管史
蒂文·拉特纳对确保中国经济强劲
增长的“混合体制”的关注，以及新
加坡《联合早报》关于政治制度在
中国成功中发挥了“最重要作用”
的观点。

任何国家的发展从根本上都
是靠自己。中国的成功靠的是中

国人民的辛勤劳动，而不是别人
的施舍与恩赐；中国的成功靠的
是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某些美国
领导人和政治精英追求的“自由中
国”之路。

当然，中国的成功离不开与世
界各国的互利合作，其中美国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但这绝不意味着中
国的出口只面向美国的市场，中国
的经济增长只依赖美国的投资。中
国的对外开放，是面向全世界的开
放，是向各国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
一切优秀成果的开放。

关注一下现实，更加明白：在
中国贸易伙伴扩展至 230 多个国
家和地区、中国成为 120 多个国家
和地区最大贸易伙伴的今天，占据
中国外贸总额 85％的中国对美之
外的国际贸易，同样意义重大且前
景广阔。

中国的发展道路，谁最有发言
权？中国的发展成就，谁是主要创
造者？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人民。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谁书写了中国成功故事

（上接1版）
令人欣喜的还远不止这个项目本

身。昔日人迹罕至的沙漠，如今不仅
吸引了当地人回流就业，还迎来观光
的游客。

科技的力量，让“红色公牛”展露
出罕见的温柔。

沙漠变良田
西瓜、番茄味道好极了

“易老师他们改变了我的家乡，了
不起！”

一提到易志坚，中试基地水电工、
52岁的当地人张国民就会竖起大拇
指。

这片沙漠，张国民从小看到大。
2016年前，即使让他天马行空地去想
象，也不会想到这片毫无生机的沙漠
能变成瓜果飘香的良田。

然而，这个令人想不到的变化确
确实实发生了——今年夏天，中试基
地种植的40亩西瓜和25亩番茄等渐
次成熟。饱满的果实煞是可爱，尝一
口，那味道格外香甜。“比外面卖的好
吃多了！”张国民坦言。

8月暑假期间，中试基地将1500
公斤绿色无公害、无添加沙漠西瓜、沙
漠番茄运回重庆交通大学，供教职工
免费品尝，大获好评。

“西瓜清甜多汁，吃到接近瓜皮
处都甜！”重庆交通大学的一名教师
表示，沙漠西瓜味道好极了。番茄更
是有口皆碑，大家都说那种久违的、
甜中带酸的番茄味道唤起了童年的
记忆。

团队工作人员分析，基地的瓜果
之所以好吃，除了绿色无公害，可能与
沙漠日照时间长、温差大等因素有关。

截至目前，基地西瓜亩产到达
4000多公斤，番茄正在生长，产量统
计尚在进行中。团队工作人员告诉
重庆日报记者，明年果蔬的种植面积
还将扩大，目前已有国内线上、线下

多个平台希望销售基地的沙漠瓜果
蔬菜。

除了番茄和西瓜，中试基地还种
植了大葱、萝卜、茄子、辣椒、土豆等蔬
菜，高粱、花生、黄豆、荞麦、枸杞等经
济作物，以及狼尾草、苏丹草、苜蓿、沙
打旺（又名麻豆秧）等优质牧草；此外
还饲养了几十只绵羊和鸡、鹅等，规模
化养殖场也正在建造中。

团队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有多
家畜牧企业和牧民提出收购牧草的意
向。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验证‘沙漠土
壤化’快速生态恢复项目的可行性，更
是要让沙漠恢复生机、产生价值，要让
沙退人进。”团队负责人、重庆交通大
学教授易志坚如是说。

生态添活力
植物根系格外发达

沙退人进，植物是人类最可靠的
同盟和屏障。

站在基地里，易志坚对植物分布
如数家珍：中试基地共有近100种植
物，分为10个区域，有荒漠草原区、生
态农业示范区、多样性示范区、精细化
试验区等。植物种类包括乔灌木、粮
食作物、瓜果蔬菜、优质牧草等。

沙蒿、沙枣、沙打旺、向日葵、谷
子、芨芨草、紫花苜蓿等植物摇曳着各
自的叶子和花朵，在这里和睦共生，欣
欣向荣。

在它们扎根于此之前，流动的沙
子只需一阵风就能拍打得人睁不开
眼。而现在，风带不走流沙，只能穿过
一层层绿叶，留下悦耳的簌簌声。

更为可喜的是，科研团队专门留
下的一块无灌溉试验地中，2017年8
月栽种的沙蒿、沙打旺等，今年顺利发

芽、存活、生长。这意味着，中试基地
的生态已得到有效恢复，足以使荒漠
草原在没有人工灌溉的条件下自然成
活。

“植物的根系能够固沙、保水。易
志坚教授团队的项目，解决了沙漠中
种植植物成活率低的难题，为我们治
沙提供了新的思路。”乌兰布和生态沙
产业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
主任田学文介绍，每年，乌兰布和沙漠
有 1亿立方米的沙子被大风刮进黄
河。如果易志坚团队的研究成果能够
得到推广，将对黄河周边生态恢复起
到极大帮助。

重庆日报记者发现，中试基地的
植物根系格外发达。例如，一株高1.8
米左右的高粱，根系中最长的可达4米
多，根系生物量是沙漠外地区农民种
植高粱根系的5倍以上。

凭借发达的根系，植物向下吮吸
着沙土中的养料，向上生发出茁壮的
茎叶和果实，在沙漠中形成了一道道

“铜墙铁壁”，为荒漠生态恢复打下了
坚实基础。

团队成员、重庆交通大学副教授
谷建义介绍，对于这一现象，他们已开
展标本、数据采集等工作，将会进行更
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可以肯定的是，格外发达的植物
根系，为沙漠生态增添了活力。现
在，中试基地里出现了多种昆虫、鸟
类，野兔、狐狸、青蛙等动物也经常来

“光顾”。

环境展新颜
基地迎来观光客

逐渐恢复的荒漠生态吸引来了野
生动物，更吸引来了游客。

9月 9日一早，中试基地里来了

100多名游客。他们自带大袋子，在番
茄地和西瓜地里热热闹闹地采摘着果
实。

采着采着，还有人跑到沙地上，以
翠绿的高粱和鲜艳的格桑花为背景，
拿出手机拍起了留影。

“我们这个采摘团队，大多数是来
玩过的朋友和熟人介绍来的。”46岁的
乌海市民闫香莲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她和朋友听说乌兰布和沙漠里多了一
片瓜果地，都想来看“稀奇”。没想到，
这里的瓜果味道这么好，风景也十分
怡人。

听说这是重庆交通大学科研团队
的项目，闫香莲格外惊喜。她说，自家
孩子在重庆大学读书，一家人还在重
庆置业。看来孩子的选择没错，“重庆
人真是能干，乌海市的沙漠化治理如
果也能引进这个项目就好了！”

游客为啥青睐采摘游？
中试基地工作人员李泉算了一笔

账：采摘游的主力来自于邻近的乌海
市，车程半小时左右，游客采摘瓜果每
斤3元。他们到此既能游览沙漠良田，
又能亲手采摘纯天然的瓜果，还能在
沙漠中享用午餐。

李泉介绍，沙漠良田对当地人而
言也是一种奇观。他们前来游览，既
是怀着好奇，更是带着希望——希望
沙漠能变为绿洲，希望沙退人进，水更
清，天更蓝。

希望，正是易志坚科研团队在沙
漠上播种的最宝贵的东西。

46岁的乌海人王继光就看中了这
一点。2017 年，他放弃了在外每月
6000元的推土机驾驶员工作，到中试
基地拿着4000多元的月薪，干活却特
别有劲。

“能改变沙漠，美化家乡，少挣点
钱也没啥。”王继光乐呵呵地说。

王继光的手机里还有许多中试基
地的照片，是专门拍给家里人看的。
他想告诉家人，沙漠里真的有良田，更
有无限的希望。

这群重庆人让6000亩沙漠瓜果飘香

进行时扫黑除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