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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亦筑

年初抗疫时，国内首个获批上市
的化学发光法新冠病毒IgM/IgG抗体
检测试剂盒在重庆诞生，这是由重庆
医科大学联合博奥赛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等企业组成的项目团队共同研发
的。截至目前，该项目团队研发的新
冠抗体检测产品中，有4个新冠抗体检
测试剂盒已通过国家药监局注册审
批，7个新冠抗体检测试剂盒通过欧盟
CE认证。

市中医院应急研发的“藿朴透邪
合剂”“柴胡甘露合剂”和“麻杏解毒合
剂”3个医院制剂获得市药监局批准使
用，4000余瓶合剂配送至4家集中救
治医院和2家定点医疗机构使用，使新
冠肺炎患者得到了更好的诊治。

陆军军医大学科研团队在国际上
率先发现一批可用于精准预防和治疗
新冠病毒感染的全人源单克隆抗体，
相关科研成果在《分子与细胞免疫学》

期刊上发表。
……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重庆积

极探索突发疫情防控科技支撑改革，
全力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研攻
关，短时间内就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
果。

“疫情发生之后，我们快速响应，
出台了《加强新冠病毒感染肺炎协同
攻关强化突发疫情防控科技支撑的若
干举措》，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确认重庆
市首例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第
二天，就紧急启动实施了‘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应急科技攻关专项’首批8
个新冠疫情应急攻关科研项目。”10月
14日，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对重庆日
报记者表示。

截至目前，我市已组织实施了四
批疫情防控应急科研攻关项目共57
项，投入财政资金近3000万元，调动
了全市 100 余家科研机构和单位、
2000余人专家团队参与。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科技
攻关专项实行了项目“双短”管理，形
成快速响应机制。

一是项目立项“短流程”。对公开
竞争的项目，统一发布申报指南，申报

时间由不少于30天缩短为7天；对满
足疫情防控应急攻关条件的项目，以
定向委托方式直接确定项目牵头单
位，缩短评审流程；项目申报、结题全
部采取“无纸化”方式报送，并可根据
疫情防控实际适当延期，从而进一步
优化了项目管理。

二是项目实施“短周期”。为突显
项目应急性，重点支持科技成果可以
快速见效、快速产出、快速转化的疫情
防控攻关项目，研发周期由2—3年缩
短为6个月；疫情防控攻关项目经费事
前一次性拨付，实行“包干”使用；应急
攻关9项科研成果（包括 5 个诊疗规
范、2个医院制剂、2个检测试剂盒）在
疫情期间已直接应用于临床诊断和救
治康复。

“通过构建协同联动机制，这些项
目在组织实施过程中大多突出了科研
与临床协同、跨区域协同和开放合作
创新。”该负责人介绍，比如重庆医科
大学联合博奥赛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开展联合应急科技攻关，在重庆三峡
中心医院等临床医疗机构协同配合
下，成功研发出两个新冠病毒检测试
剂盒；陆军军医大学指导川北医学院
附属医院，开展了恢复期血浆抗体治

疗临床研究等。
为了让应急攻关的科研项目成果

及时投入应用，市药监局联合市卫生
健康委，按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用医
疗机构制剂应急审批程序要求，开展
了应急审批，使审批时间从正常的
2—3个月压缩至3—5天。由市中医
院应急研发的“藿朴透邪合剂”“麻杏
解毒合剂”“柴胡甘露合剂”获批为医
疗机构中药制剂，科研成果及时转化
为临床应用，加快了新冠肺炎患者诊
治。

此外，市科技局还采取了“先实施
推广、后立项补助”方式，鼓励科研医
务人员针对临床诊疗救治、快速检测
检查、疫病防护和防疫管控等开展研
究，对已推广应用并取得明显效果的
科技成果，市科技局以后补助方式予
以支持，以用代评，构建成果快速转化
机制。

耐德工业自主研发的“移动方舱
诊疗车”“移动CT检查方舱”在疫情期
间驰援湖北，开展现场诊疗救治和新
冠肺炎患者早期诊断，为一线疫情防
控提供了重要支撑。市科技局对其成
果应用以科研项目方式给予了后补助
支持，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

重庆探索突发疫情防控科技支撑改革取得积极成果

科研项目“双短”管理 科研成果快速应用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政商交

往中，哪些事应该做，哪些不可做？10
月14日，重庆高新区纪工委（监察室）
出台《关于服务保障营商环境的十条工
作措施》（以下简称《十条工作措施》），
从抓作风整治等10个方面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同时，《十条工作措施》制定
了政商交往正负面清单的“双七”制度，
明确“七个可以”和“七个不得”，为科学
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今年以来，高新区各部门单位联合
推进，全力为优化营商环境出“实招”

“硬招”。尤其在9月科学城79个总投
资1300亿的重大项目集中启动后，面
对征地、拆迁、招商、融资和建设中的潜
在风险，高新区纪工委（监察室）经走访
调研，专门制定出台了《十条工作措
施》，为科学城建设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十条工作
措施》把服务保障营商环境作为纪律监

督、监察监督的重点内容，将作风建设
与“放管服”改革工作紧密结合，着力破
除涉企政策落实不力、敷衍塞责等“中
梗阻”，督促有关职能部门从减环节、减
时间、减材料、减跑动入手，创新制度举
措、优化涉企服务。

同时，高新区还制定了政商交往
“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作为《十条工
作措施》的配套文件，建立健全政商交
往正负面清单“双七”制度，列明“七个
可以”条件，鼓励支持公职人员光明磊
落同企业及其工作人员交往；同时划清

“七个不得”红线，教育督促公职人员在
与企业及其工作人员交往中公私分明、
规范交往，做到“亲”而有度、“清”而有为。

“手握正负清单，办事心里有谱。”
重庆高新区招商公司副总经理周彦飞
感叹道，《十条工作措施》明确什么不能
做，什么可以做，让公职人员办事心里
有数。不少高新区企业家表示，《十条
工作措施》给企业扎根科学城吃下一颗

“定心丸”。
一组数据便可印证这些成效：今年

以来，在科学城，企业办事跑路次数减
少55次，材料减少103项，办事效率提
升85.89%，政务服务满意率达100%。

“七个可以”“七个不得”
《十条工作措施》为西部（重庆）科学城营商环境“加码”

2020线上智博会大数据智能化高
峰会上，高通公司中国区董事长孟樸表
示，2019年，5G时代在全球开启，5G
已成为迄今为止商用部署速度最快的
无线通信技术。预计到2023年，全球
5G连接数将超过10亿，比4G获得同
样连接数的速度整整快了两年。同时，
预计在2020年内，中国5G手机的出
货量将达1.8亿部。

孟樸说，随着5G的普及，万物互
联，世界正迈入一个由5G和AI驱动的
智能云连接时代，这将影响我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和众多行业，也会为物联网领
域带来重大发展机遇。

孟樸还表示，高通公司一直积极支
持重庆大数据智能化目标的落地，助力
重庆人工智能、物联网、汽车电子、智能
网联汽车等重点产业的发展。

高通公司中国区董事长孟樸：

世界正迈入智能云连接时代

观点嘉宾
2020线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2020线上智博会大数据智能化高
峰会上，恩智浦半导体大中华区主席李
廷伟谈到，多年来，恩智浦本着“合作共
赢”的发展理念，不断推进本地化进程，
加强与中国产业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并
致力于通过全球的专业知识和视野赋
能中国本地团队的研发和创新。

李廷伟表示，恩智浦为服务型网关
提供的参考设计，主要是重庆应用中心
研发团队开发的，很大程度上也基于来

自中国的客户需求，从这个角度上来
说，恩智浦在中国本地开发的应用已在
服务全球。

李廷伟还谈到，随着中国大力推动
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等产业发
展，恩智浦希望能够更好地扎根中国，
以更多立足本地的合作和创新赋能中
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助力中国企业走在
世界前列。

（本组文字由记者杨骏整理）

恩智浦半导体大中华区主席李廷伟：

在中国本地开发的应用已在服务全球

□本报记者 陈钧 杨骏

10月14日，2020全球半导体产业
（重庆）博览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
行。

本次大会以“‘芯’动力 新发展”
为主题，聚集包括万国、西门子、平伟集
团、中冶赛迪等国内外300多家企业，
展示面积1.5万平方米。各家企业通
过论坛、展区展示等方式，相互沟通与
洽谈，了解行业顶尖技术、优质产品与
解决方案。

重庆半导体产业发展现状究竟如
何？重庆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布局
多家半导体龙头企业扎根重庆

“汇聚龙头企业，实现带动效应，是
重庆半导体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市
经信委电子信息处负责人说。

比如，万国半导体在重庆建设投产
了国内第一条12吋功率半导体晶圆生
产线，提升了重庆晶圆制造能级；CU-
MEC联合微电子中心在今年上半年发
布了180纳米硅光的、成套的PDK工
艺，代表重庆已经具备向全球进行硅基
光电子流片服务的能力。

今年1-8月，西部（重庆）科学城
西永微电园集成电路产业实现产值
109.32亿元，同比增长30.81%。其中，
韩国SK海力士和华润微电子两家龙
头企业成为西永微电园集成电路产业
增长的关键。前者在园区投资15亿美
元建设的两个工厂，已成为SK海力士
集团全球海外最大的芯片封装测试基
地；后者具有全国领先功率半导体封装
测试线，正建设全国最大的功率半导体
基地，今年上半年，该企业产值同比增
长24.5%。

“在半导体上下游，重庆都有龙头
企业布局。”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说。

比如，在设计上，重庆有西南集成、
中科芯亿达；在晶圆制造上，重庆有华
润微电子、万国半导体；在封测上，有
SK海力士、平伟实业；在屏幕生产上，
有京东方、康宁等。

数据上看，龙头企业的带动效应也
非常明显。比如，1-8月，奥特斯同比
增长69.9%、惠科金渝同比增长17.6%、
康宁同比增长16.1%。

发展
产业增幅在工业各行业中位居前列

作为全国制造业重镇，重庆正积极
构建以“芯屏器核网”为主的电子信息
全产业链。半导体，便是其中重点。

为此，重庆从多年前便开始布局半
导体产业，目前已有半导体企业50家，
2019年规上企业实现产值460亿元，

增长5.6%。
“从类别上看，重庆半导体行业，主

要分为集成电路和新型显示，两者都基
本形成全产业链格局。”市经信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

集成电路初步建成“IC设计—晶
圆制造—封装测试及原材料配套”的
全流程体系，2019年规上企业实现产
值 200 亿元。新型显示基本形成了

“原材料—显示面板—模组整机”的全
产业链，2019 年规上企业实现产值
260亿元，增长7.8%，目前显示面板产
能为80万平方米/月，位居全国第5。

今年以来，两个产业都呈现较好的
发展势头。

数据显示，1-8月，重庆集成电路
产值同比增长30.8%；集成电路芯片
28.2亿片，同比增长35.5%；生产集成
电路晶圆片 48.4 万块，同比增长
22.5%。新型显示首次实现产值增幅

“破双”，同比增长11.2%；生产液晶显
示屏1.8亿块，同比增长29.7%。

随着两大产业的持续放量，重庆
半导体产业也实现快速增长——今年
1-8月同比增长18.6%，分别高于全
市、全行业、其他电子行业15、9.9、8个
百分点。

规划
将形成2+N的产业布局

近日，重庆两江新区半导体产业
园（重庆芯中心）项目一期A3楼主体

封顶。该项目全面建成后预计将引进
企业 200 余家，提供 5000 个就业机
会，预计2025年园区总产值将达到30
亿元。

今年 9月，2020线上智博会上，
西永微电园与重庆邮电大学持续深
化合作，将在园区打造重庆市集成电
路设计创新孵化中心·重庆微电子学
院。

今年 7 月，京东方重庆第 6 代
AMOLED（柔性）生产线项目主体厂
房封顶，标志着项目进入投产倒计
时。

近段时间，半导体产业频频传来的
捷报，彰显了重庆将在半导体行业进一
步发力的决心。

“重庆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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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
体行业也将是重点。”市经信委相关负
责人说，目前，重庆已起草了半导体产
业发展报告，对未来五年有一个明确的
发展方案。

根据规划，到2022年，重庆集成
电路在功率半导体、存储芯片等领
域将进入全国前列；新型显示领域加
快突破超高清、大尺寸套切等技术和
工艺的研发应用。2022年，重庆半导
体全产业争取实现产值650亿元（集
成电路 350 亿元；新型显示产业 300
亿元）。

到2025年，重庆半导体产业将集
聚从业人员5万人以上，企业数过百，
产值突破千亿元，打造成国内重要的半
导体产业基地。

“空间布局方面，重庆将形成2+N
的半导体产业布局。”市经信委相关负
责人说，届时，重庆将依托两江新区、重
庆高新区两个重点区域，鼓励有条件的
区县因制宜发展半导体产业，形成差异
化发展格局。

龙头强 增长快 潜力大

重庆打造国内重要半导体产业基地

10月14日晚,不少市民
惊喜看到熟悉的朝天门大桥
试换“新装”,红、绿、蓝、银等
4 种颜色交替呈现,绚丽多
姿,美不胜收。看见眼前的
美景,人们恍然大悟,原来近
日有人吐槽“朝天门大桥灯
饰管理差,亮灯只亮一半”的
原因是在换灯和试灯。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
觉重庆

朝天门大桥试“新装”
多彩大桥入画来

本报讯 （记者 张莎）10月 14
日，九龙坡区2020年重大项目招商签
约活动在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现场签约 18个项目，合同总投资额
227.9亿元。

记者了解到，本次签约项目代表九
龙坡区主导产业方向、新兴产业方向，
不含纯粹房地产开发项目，其中汽摩、
新材料、智能产业等先进制造业项目9
个、合同投资额47.5亿元；大文旅、大
健康等现代服务业项目9个、合同投资
额180.4亿元。

其中，看好九龙坡区工业基础和营

商环境的苏州辰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将在九龙坡区打造辰隆信安大数据产
业园。该项目计划投资30亿元，分批
购买土地约150亩，用于建设总部基
地、产业成果转化基地和打造大数据产
业园。

据了解，今年以来，九龙坡区克服
新冠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等不利影响，
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取得显著成
效。今年1至9月，全区招商引资签约
正式合同项目 77 个，合同投资额
506.09亿元；战略合作项目13个，合同
投资额753.25亿元。

九龙坡区签约18个重大项目
总投资227.9亿元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闻着豆
花香，我要去垫江。”10月14日，2020

“中国菜”艺术节暨第四届中国（垫江）
石磨豆花美食文化旅游节在垫江县开
幕。以节会为媒，该县共收获签约项目
32个，协议总金额59.25亿元。

开幕式上，与会的餐饮界专家就餐
饮行业、垫江石磨豆花产业发展建言献
策，提出了加快构建垫江石磨豆花产品
体系、文化体系、市场体系等诸多建设
性意见。节会现场还举行了集中签约
活动，垫江共收获项目32个，协议总金
额 59.25 亿元，签约项目涵盖食品加
工、农产品基地建设、生鲜果蔬大数据、
农文旅融合产业、智能制造等领域。其
中，中国烹饪协会和垫江县还签订了
《推动民族餐饮和美食产业发展合作框

架协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服务局拟在
垫江建设石磨豆花人才技能培训合作
项目，以垫江石磨豆花之乡为载体，打
造全国石磨豆花烹饪培训基地。

据介绍，2017年，垫江石磨豆花正
式纳入渝菜体系，垫江也被中国烹饪协
会授予“中国石磨豆花美食之乡”称号，
2019年，《垫江石磨豆花制作技艺》被列
入重庆市第六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
录。目前，全国各地把“垫江石磨豆花”
作为招牌经营的餐饮单位达6000多家。

今年上半年，垫江县餐饮业总营业
收入为12.1亿元，其中垫江石磨豆花
经营单位收入就达到5.6亿元，占整个
餐饮业营业额的46%，有力带动了餐
饮消费复苏，成为当地商贸服务业的重
要支柱。

以美食文旅节会为媒

垫江县签约32个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