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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件事在西永微电园引发
热议——园区内要同时兴建两所小学。

根据规划，西谷小学毗邻即将
启动建设的重庆童话世界公园，规
划占地63.5亩，计划投资16800万
元，计划2021年9月正式开学；育英
小学地处西永商务中心区，规划占
地35.4亩，目前已完成方案设计。

加大提速学校建设步伐，加快
补齐园区教育短板，是当前最为重
要的工作。这样既可以留住企业人
才扎根西永，也是微电园践行主题
教育，及时回应老百姓关切问题的
重要举措。

这是西永微电园打造城市生态
的一步好棋，也是实现城市升级的

必然之路。
早在今年初，西永微电园举行

年度工作会时便提出，园区要做好
产业、城市“双升级”，不断提升区域
价值。

产业升级的意义不言而喻，它是
西永微电园立足之本；城市升级的目
的在于，让一个区域实现“留人留心”。

足以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是持
久的吸引力。仅有产业是不够的，还
需要提升城市品质和服务水平，让入
驻园区的企业、机构以及工作人员有

一个舒适、便捷的工作环境，这样才能
把产业和人才留住。

硬件设施的改善，是城市升级
过程中，必然要解决的“物理层面”。

简单来说，西永微电园要通过
规划完善、城市留白、道路扩宽、公
园打造、电网下地、停车场建设、广
告管制等工作，提升城市宜居性。

一方面，在规划过程中，要加大
“留白”空间，积极探索“绿水青山转
化为金山银山”的有效路径，实现区
域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解决完“物理层面”
问题后，西永微电园的城市建设还
要在文化层面进行提升。

“世界魅力城市的核心要素，就
两个东西：一是生态，二是文化。”吴
道藩表示，“生态+文化”，养眼又养
心，就可能成为“诗和远方”。

需要注意的是，生态环境的提
升，也有“软”的地方，比如西永微电
园服务企业方面。

有求必应，无事不扰。这是当
下，西永微电园在服务企业能够方

面提出的口号。前者指企业提出的
诉求，要尽力去解决，解决不了的，
也要有回应。后者表达的，就是让
企业可以安心工作、生产，减少不必
要的打扰。

当然，西永微电园还提出了要
让企业拥有“获得感”，要求对企业
服务不能大而化之，更不允许“空对
空”。政府层面出台的政策和对入
园企业合同约定的承诺，“快速落
实”尤为紧要。扶持政策早一天落
实，就会早一天发挥效益，企业的

“感受度”也不一样；晚一个月落实，
也许企业就“渴”死了。

为此，西永微电园要求，要让园
区畅通高效运转，把员工干部的动
力、合力凝聚起来，做到强化服务职
能，大幅度压缩前期工作时间和审
批时限，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下一步，西永微电园将着力构
建优美的环境、丰富的文化、配套的
设施、一生的服务、融合的产城，建
设成为众人青睐的宜居之地。

高质量发展立足科技研发
2018年底，市经信委对全市的

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进行了认
定。76个被认定项目中，有4家企
业来自西永微电园。

一个月后，市经信委又公布了
重庆第一批智慧园区试点名单，共
有12个园区，西永微电园再次入选。

两次入选，源于西永微电园对
传统产业的智能化升级改造。比
如，园区三大代工厂广达、英业达、
富士康均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智能化
升级改造，对生产线、设备等进行升
级换代，累计投入达5亿元。

高质量发展，是西永微电园未
来的主要命题，通过智能化改造只
是实现的路径之一。

“园区还在不断调整产品结构，
增加高附加值产品。”西永微电园相
关负责人称，比如上半年新引进富
士康激光暨3D打印机，计划在园区
打造中国最大的激光暨3D打印机
生产基地，预计5年内累计实现产值
上百亿元。

对一个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在
多个方面碰到“天花板”的西永微电
园来说，要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不是轻松能实现的。

西永微电园虽有良好基础，但

后备力量并不充足，所以要调整“重
规模轻质量”的惯性操作，避免同质
竞争甚至内耗。

如何有效地、精准地实现高质
量发展？西永微电园给出的答案
是：科技创新、布局研发。科技创
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影响园区
的前途命运。这一答案与全市在招
商趋势上可谓异曲同工。

《意见》强调，要集聚高端创新
资源，引进建设一批高端研发机构、
联合研究中心（基地）、科技成果转

化基地（中心）等科技平台，引进培
育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建设环大学
创新生态圈。

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西永微电
园方面也扣紧了这一主题。

西永微电园大规模布局研发机
构，积极营造创新生态，大力攻坚研
发软肋，逐步构建面向未来的优势。

中电科、华润微电子、英业达、
SK海力士等园区制造企业先后成立
研发中心，联合微电子中心、英特尔
FPGA中国创新中心、第一创客（重

庆）创新中心相继投用，为西永微电
园传统产业、优势产业的后劲，提供
了强有力的支撑。

今年，西永微电园的研发创新
氛围更加明显。

4月23日，北京理工大学宣布
将在西永微电园落户“北京理工大
学重庆创新中心”，力争通过3年建
设，形成100人的研究团队，建设10
个有影响力的科研团队，累计培养
研究生200人以上，获批国家级重点
实验室。

7月12日，电子科技大学与西
永微电园签约，双方将在渝共建电
子科技大学微电子产业技术研究
院，建设集成电路产业科技创新基
地、研究生培养基地、集成电路产业
实习实训中心、双创示范基地和顶
尖人才聚集高地。

目前，北京理工大学、电子科技
大学、西安电子科大、重庆大学4所
高校已确定在西永微电园设立5个
微电子和半导体研究院。

同时，园区已与新加坡国立大
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澳门大学等国内外高校开展深度
合作，坚持产学研协同促区域价值
提升。

智能产业集群助推转型升级

今年3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关
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招商投资促
进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发布。

根据《意见》，重庆将把聚焦“工
业跃升”招商作为重中之重，着力围
绕“芯屏器核网”（芯片、液晶面板、
智能终端、核心零部件、物联网）全
产业链招商，培育壮大智能产业集
群。

这一招商趋势，对西永微电园
无疑是巨大利好。

自成立以来，微电园便一直明
确“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取舍之道，
专注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培育形成
了“电子零部件（芯片）+智能终端+
互联网大数据+进出口贸易”四大产
业集群。

显而易见，在“芯屏器核网”方
面，微电园产业布局基本囊括所有，
与全市的招商趋势不谋而合。

智能终端是微电园最优势产
业，甚至放眼全球都有底气可言。

2018年，西永微电园生产笔记
本电脑4250万台，以仅占重庆万分
之五的土地面积贡献了全球25%的
笔记本电脑产量，成为全球最大的
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

今年上半年，西永微电园实现
电脑产量3236.7万台，其中笔记本
电脑产量增长10.7%，保持了产量稳

定态势，华为、小米等品牌电脑产量
分别增长2.86倍、31.5%。

除了笔记本电脑，西永微电园
还扩充了智能穿戴设备、智能音响、
智能手机、3D打印机等智能终端，延
伸智能终端产业链和价值链，着力
打造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智能终
端产业基地。

集成电脑路是芯片的支撑，亦
是西永微电园一直关注的焦点领
域。

“中国的产业园区中，名称叫
‘微电子’产业园区的，西永是第一
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西永微电
园相关负责人表示，西永微电园始
终抓住集成电路这个“立园之本”不
动摇。

园区聚集的产业情况，便能印
证这一观点。

目前，西永微电园已汇聚了韩国
SK海力士、美国英特尔两家世界500
强的芯片企业；引入了中国电子科技
集团、华润微电子、上海矽睿等知名
芯片企业；同时，还有湃芯微电子等
一批民营集成电路企业优秀代表。

目前，西永微电园已构建拥有6
英寸、8英寸和12英寸全规格芯片
制造产线，同时具备从芯片设计、制
造到封装测试的全产业链。

智博会上，华为宣布将鲲鹏计
算产业生态重庆中心落户西永微电
园，更是助推园区的“芯”发展。

鲲鹏计算产业生态重庆中心将
以华为鲲鹏芯片为核心，推动鲲鹏
计算产业园和自主可控的鲲鹏计算
产业孵化平台建设。

届时，该项目将规划建设数据
中心区、产业发展区、生态示范区，
鲲鹏实验室等实体平台，同时也将
实施鲲鹏人才培养计划、成立鲲鹏
计算产业创新投资基金、建设全国
性鲲鹏产业认证中心、组建鲲鹏行
业协会等一系列生态打造举措。

此外，作为行业内规模最大、
水平最高的国际化顶级赛事，FP-
GA 智能国际创新大赛的成功举
办为智博会增光添彩。来自11个
国家400余支优秀创新团队报名，
在人工智能、5G、大数据等前沿科
技领域加快智能应用创新与国际

合作。
西永微电园的集成电路在重庆

也是“一骑当先”。
2018年，西永微电园集成电路

产 业 实 现 产 值 139 亿 元 、增 长
21.4%，占全市集成电路产业的80%
以上。未来5年，园区计划实现集成
电路年产值突破500亿元。

本届智博会期间，在西洽会上

的签约项目——博世工业大数据中
心正式揭牌。

该数据中心将依托大数据开放
平台，围绕数据工厂、工业大数据实
验室等内容，聚集大量高级技术人
才和创新创业企业，为西永微电园
构建工业大数据服务环境，逐渐形
成全新产业生态圈。

这只是西永微电园布局大数

据、智能化产业的一个缩影。事实
上，万物互联时代来临之际，西永微
电园培育大数据互联网氛围也开始
浓郁。

西永微电园董事长吴道藩表
示，园区对“产业地图”的谋划，虽然
没有“红线”约束，但必须强调理性、
专注，要明晰。

下一步，西永微电园依旧会坚
持稳存量、促增量，大力发展以智能
终端、集成电路、互联网大数据为主
的智能产业。

英特尔FPGA国际创新大赛现场

8月的重庆，火热

的不止天气，还有人气。

8月26日-29日，

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

业博览会（下称“智博

会”）在重庆顺利举行。

这是一场属于大

数据智能化的盛会，也

是一次行业展示交流

的重要平台。

作为全市智能制

造、大数据产业的排头

兵，西永微电园自然不

会缺席这场盛会，且收

获颇丰。

4天时间里，西永

微电园再次斩获11个

顶尖项目，包括华为鲲

鹏计算产业生态重庆

中心、联合微电子中心

计划建设12英寸工艺

研发中试线、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重庆集成电

路创新研究、西门子重

庆Mindsphere工业物

联网创新中心等项目。

这些项目的落户，

将给微电园未来发展

增添助力，也为微电园

在大数据智能化多领

域的发展奠定更好的

基础。

智博会西永微电园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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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城市双升级

西永微电园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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