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我市集成电路发展目标是
销售收入突破1000亿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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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产业

2018 年，西永集成电路产业实现产值
139.3亿元、增长21.4%，占全市八成以上

139.3亿元

3个领域

两江新区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主要围绕汽
车电子、电源管理、存储芯片3个领域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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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百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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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备材料100亿元
● 设计企业200亿元
● 封装测试300亿元
● 生产制造4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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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西永综合保税区内，SK海
力士（下称SK）重庆工厂二期项目正在修
建中。施工方介绍，整个工地约有1000
名工人。

作为全球知名的半导体制造商，SK
主要产品为储存器，苹果、华为、小米等均
为其客户。SK落户于重庆西永的一期项
目，目前每月产能达0.8亿颗芯片。2017
年，SK的二期项目落户重庆，是其在全球
布局的最大封装测试基地。

SK去年产值近100亿元，对重庆集成
电路产业的带动，不言而喻。

西永“制造+研发”双轮驱动

对SK而言，重庆具有极其重要的地
位。SK相关负责人说，重庆基础设施完
善、物流便利，又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中
心城市，所以SK的重庆工厂更具运营成
本优势。这也是SK二期项目落户重庆的
原因。

根据计划，二期项目会在6月打造完
成其核心区域——洁净室。进行各类调
试后，该项目明年将实现量产。

“二期工厂的生产能力，也是百亿元
规模。”SK对外协作总监姜真守透露，二

期投产后，SK会优化整个重庆工厂的生
产能力和结构，一期工厂将作为测试产
线，二期工厂将作为封装产线。届时，SK
在渝产品所占比例将达到整个公司的
40%，产值有望接近200亿元。

SK的扩产，可视作西永微电子产业
园（下称西永微电园）发展集成电路的缩
影。

西永是重庆集成电路的高地。2018
年，西永集成电路产业实现产值139.3亿
元、增长21.4%，占全市八成以上。

2018年，西永微电园在集成电路领
域收获满满：成立CUMEC联合微电子
中心，投资100亿元打造世界一流的先进
产品设计与高端工艺制造协同研发平
台，并组建国际化产业研发联盟；与华润
微电子合作打造全国最大功率半导体基
地、建设先进的基板级扇出芯片封装项
目和12英寸功率半导体芯片制造项目；
引进英特尔FPGA中国创新中心，这也是
英特尔在全球规模最大，亚洲唯一的FP-
GA创新中心……

“研发将是园区集成电路乃至所有产
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西永微
电园公司董事长吴道藩指出，没有研发就
没有未来，下一步，西永将围绕“制造+研

发”双轮驱动，坚持集群发展，在保持总量
稳定的同时，积极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加
快推动产业向高端化发展、企业向高新化
推进、产品向高附加值延伸。

两江新区全面布局

作为重庆的产业高地，两江新区在集
成电路领域也有布局。

在两江新区水土高新生态城，一个明
亮整洁的车间里，工作人员穿梭在一台台
巨大的机器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各种操
作。这是中国首家、全球第二家12英寸
功率半导体芯片制造及封装测试生产基
地项目——重庆万国半导体12英寸功率
半导体芯片制造及封装测试生产基地。

该基地一期投资5亿美元，月产两万
片12英寸功率半导体芯片、月产500KK
功率半导体芯片封装测试；二期计划投资
5亿美元，月产5万片12英寸功率半导体
芯片、月产1250KK功率半导体芯片封装
测试。目前，该基地进入试生产阶段。

除了万国，两江新区在集成电路领域
的布局可谓全面：做IC设计的，有紫光展
锐西南通讯芯片设计中心、北京中星微人
工智能芯片设计中心等；在核心材料上，

布局了上海超硅8-12英寸抛光硅片项
目、奥特斯IC载板项目和高密度印制电路
板项目；人才培养上，则有两江半导体产
学研基地……

目前，两江新区已聚集了IC设计、晶
圆制造、半导体封装测试以及材料、半导
体应用研发、半导体支撑平台等集成电路
相关产业，累计引进集成电路类项目12
个。

整体来看，两江新区集成电路产业的
发展主要围绕汽车电子、电源管理、存储
芯片3个领域展开。

“未来5年，我们将继续在IC全产业
链上发力，搭建集成电路IC设计平台、孵
化器、产业基金等。”两江新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

集成电路是“最聚焦”的领域

西永和两江新区是重庆发展集成电
路的主要区域，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说，
重庆发展电子信息产业下一步的目标，除
了要稳定笔电产量、扩大手机产量外，集
成电路是“最聚焦”的领域。

为此，我市已陆续出台《重庆市加快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支持政策》《重庆
市集成电路技术创新实施方案》《重庆市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指导意见》等，进一步
理清了产业发展思路及实现路径。

“下一步，在集成电路上，我们要安排
4个‘百亿级’的任务。”该负责人介绍，到
2022年，我市集成电路销售收入预计突破
1000亿元，其中装备材料100亿元、设计
企业200亿元、封装测试300亿元、生产制
造400亿元。

在发展方向上，我市将重点聚焦电源
管理芯片、存储芯片、先进工艺生产线、汽
车电子芯片、驱动芯片、人工智能及物联
网芯片、集成电路设计等领域。

该负责人还透露，集成电路是今年招
商引资的重点目标，比如紫光存储芯片项
目、12英寸集成电路先进工艺生产线项目
等；同时，积极推进华润微电子12英寸晶
圆制造、联合微电子中心等项目。

重庆集成电路产业领了4个“百亿级”任务
到2022年，重庆集成电路产业销售收入预计可达1000亿元

本报记者 杨骏 实习生 唐璨

1 月 15 日，华
润（重庆）微电子有
限公司，处于业内
领先水平的生产线
正在生产作业。
记者 齐岚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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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近日，重庆日报
记者从潼南区人大常委会了解到，该区人大常
委会加强和创新了人大任命干部任后监督，建
立了“四报告、三测评、一座谈”工作机制。

据介绍，潼南区人大常委会出台了《潼南
区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报告
年度履职情况办法》，建立了“四报告、三测
评、一座谈”工作机制。其中，“四报告”指的
是区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负责人向所在单位职
工、服务对象以及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报告个
人履职情况，区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向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会议报告区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负
责人年度履职的调研走访及民主测评情况，
区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负责人向区人大常委会
报告年度履职情況，区人大常委会向区委报
告区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负责人年度履职情况
满意度测评结果。

“三测评”指的是区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
区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负责人所在单位进行民
主测评，区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组织各镇街
党委、政府、人大负责人和部分区人大代表对

区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负责人进行民主测评，
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听取区政府组成部
门主要负责人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后，对其进
行满意度测评。

“一座谈”指的是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带
队到区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负责人所在单位实
地调研座谈，并对其履职情况进行个别谈话。

目前，该区人大常委会已将区法院、区检
察院副职领导纳入报告范围，并进行满意度
测评，下一步，将探索把区监察委副职领导干
部一同纳入报告范围。

此外，该区人大常委会还将每年组织部
分市人大代表向区人大常委会会议述职，要
求区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市人大代表
一届任期内至少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履职情
況和述职一次。每年选取5—7名区政府组
成部门主要负责人和2—3名市人大代表在
区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口头报告履职情况，其
余的提交书面履职情况报告。

今年，该区人大常委会选取了5名政府
组成部门主要负责人、1名区法院副职领导、1
名检察院副职领导和2名市人大代表开展述
职。

强化人大任命干部任后监督
潼南区人大常委会建立“四报告、三测评、一座谈”机制

人大之窗

前不久，广安海关正式揭牌，广安有了通向
世界的“窗口”，外贸企业将实现“家门口”报关。

近段时间，全域开放的广安喜讯不断：广
西防城港的海鲜搭乘中新互联互通陆海新通
道北部湾港——重庆冷链专列，“跳”上广安百
姓餐桌；广安与成都签订《推进协同发展合作
协议》《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战略合作协议》《成
都·广安生物医药协作研发(生物医药)基地项
目合作协议》三大协议……

喜讯的背后，是广安全面落实四川省委
“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四向拓展、全域开放”
部署，构建立体全面开放新姿态的生动实践。
全域开放合作的广安，正在加速扩大“朋友
圈”。

今年，广安将继续加强广深、广蓉、广渝三
大合作，全力推进区域开放合作，助力经济腾飞。

“广安作为四川唯一的川渝合作示范区，
与重庆早已建立了全方位合作。”广安市相关
负责人表示，广安50%以上的工业项目为重

庆配套，每年75%的农产品销往重庆，每年
60%的游客来自重庆。

在广渝合作方面，今年广安将加快建设川
渝合作示范城市，按照为重庆配套的定位，抢

抓《川渝合作示范区（广安片区）建设总体方
案》中期评估机遇，争取国家修编延续实施；努
力将川渝合作高滩园区建成产城相融、以产为
主的创新高地，打造川渝合作产城相融、以产

为主的先行示范区。
在广蓉合作方面，广安将按照总部研发在

成都、生产基地在广安定位，加快成都·广安
“双飞地”建设，争取一批成都企业在广安落
地。

在广深合作方面，广安将深入推进广安承
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把广安（深圳）产业园
建设成为深圳产业的延伸基地、川粤合作的示
范样板。同时，广安还将落实与广东珠海市的
合作协议，加快与广西百色市、防城港市合作。

不仅是广深、广蓉、广渝三大合作，广安还
在不断扩大“朋友圈”，加强与珠海、厦门等国
家第一批经济特区合作。2018年9月，广安
代表团将前往珠海、厦门和深圳等地，深入推
进广安与国家第一批经济特区合作，学习东部
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经验，建设内陆改革开放
示范区。

全域开放合作，广安各区市县也在行动。
广安区派遣400多名干部去浙江学习建设宜

居宜业宜游城市；岳池县借力天府新区成都片
区探索建立“双飞地”模式打造“川渝健康城”；
邻水县学习江苏昆山经验建设“川渝合作桥头
堡”；广安经开区依托与深圳、天津等地合作，
打造川渝合作示范城市核心区和开放合作的
示范区……

通过全域开放合作，广安收获满满。
2018年，广安共引进项目757个，招商项目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592.3亿元。

对外开放，交通先行。2019年是广安的
交通硬仗年，广安将集中精力打通川渝间的断
头路，加快高速公路建设，并争取高铁和机场
项目，为全域开放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未来，广安将用好“伟人故里、川东门户、
滨江之城、红色旅游胜地”四张名片，以更加开
放的姿态、更高水平的合作，打造川东北地区
对外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推动新时代广安高质
量发展。 黄辉

四川广安 加速全域开放 助力经济腾飞

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为广安奠定了开放合作的基础 摄/康建林

（上接1版）
房地产市场稳步发展，商品房销售面积小

幅回落。2018 年，全市商品房新开工面积
7386.1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0%；商品房销售
面积6536.25万平方米，下降2.6%；商品房销
售额5272.70亿元，增长15.7%。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
走势平稳。2018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

平较上年上涨2%，食品烟酒类、衣着类、居住
类、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交通和通信类、教育文
化和娱乐类、医疗保健类等商品和服务价格均
有所上涨。

对外贸易持续增长，加工贸易支撑明显。
2018年，全市进出口总值5222.62亿元，同比
增长 15.9%，其中出口 3395.28 亿元，增长
17.7%，进口1827.34亿元，增长12.5%。

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居民收入稳步提升。
2018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265.5
亿元，同比增长0.6%，其中税收收入1603.0亿
元，增长8.6%；全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386元，同比增长9.2%，其中，城镇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34889元，增长8.4%；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1元，增长9%。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企业预期保
持景气。2018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
用率72.4%，截至当年度11月末，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资产负债率58.3%，比上年同期下降2.6
个百分点，企业运行效率有所增强。

2018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万亿元

（上接1版）
“看到屋，走得哭。”长坪村村民周本琼说

起自己的伤心事。几年前，周本琼到乡场上买
两头猪仔，想到路途遥远，早晨5点就从屋里出
发，四周漆黑一片，她不敢走太快，早上9点多
才到达乡场。此时已是日上三竿，便宜的猪仔
早就被人买走了。周本琼和卖家谈好价钱，吃
了午饭后又往回赶。两个箩筐一边装一头猪
仔，加上买的其他干货，一共七八十斤。走到

“甩甩桥”时，周本琼一个趔趄，脚崴了，痛得走
不了路，只好让附近村民去叫家里人来帮忙，

“最后是一路哭着回去的，晚上9点才到家，在
家里躺了四五天。”

关门河畔古渡消，长虹飞跨梅溪河。如
今，这3个村的村民到乡场镇骑摩托不到半小
时，“看到屋，走得哭”终于成了历史。

“今年打个漂亮的翻身仗”

“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不仅是一座通车的
桥，更是一座致富的桥。”平安乡副乡长、政法
委书记王乾坤表示，3个村过去受制于交通瓶
颈问题，建设成本较高，基础设施欠账较大，在

路、水、电、气、讯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平安乡
其他村，“因此，我们现在的头号任务，就是用
好用活扶贫资金，把这些‘短板’补起来！”

王乾坤介绍，3个村发展了400亩中药材、
600亩木瓜以及500亩紫薇和桂花树。现在交
通方便了，今年这些产业的规模将至少翻一
番。

“那我得努把力了。”夏寿庭一听，激动起
来，“家里还有好几亩地，过去种的苞谷洋芋不
管钱，王乡长，我主动申请种植中药材，到时候
你莫把我搞忘了哟？”

“这好说，现在桥也通了，不管种了啥养了
啥，运出去都方便！今年，我们一定会打个漂
亮的翻身仗！”王乾坤也和村民们一样，笑得合
不拢嘴。

“今天，是我们平安乡人的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