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 注 重 庆 产 业 链 供 应 链

□本报首席记者 杨骏 实习生 蒋起源

“‘产业链供应链调查’这组报道有不少亮点，我一直在关注。”4
月7日，西部（重庆）科学城西永微电园（以下简称西永微电园）副总
经理陈昱阳说。

他认为，这组报道很好呈现了重庆几个重点产业的现状，通过案
例剖析，以企业、园区故事形式，把产业情况直观地展示出来，很有吸
引力。

陈昱阳说，报道第一篇提到重庆笔电产业，西永微电园是重庆笔
电产业的“高地”，他通过一些案例，剖析了重庆笔电产业为何充满生
命力。

园区助企业客服疫情停工危机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园区代工企业停工。因为迟迟没有
生产，作为重要客户的惠普收不到货，导致股价大跌。这让代工企业非
常焦虑，其总部直接发来电子邮件，称要把生产线撤出西永、撤出重庆。

西永很冷静，一方面做好园区疫情防控，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
帮助协调配套企业复工复产、采购配件产品，保障供应链、物流链、资
金链全面重启。

2月中旬，广达正式复工，并增设3条SMT产线，笔电日产量突
破17万台/天，惠普因此化解缺货危机。“如今，惠普不仅将全球增量
订单放在了重庆，而且表达了要跟重庆深入合作的意愿。”陈昱阳说。

企业智能化率提升到85%以上

去年，园区生产笔记本电脑6352万台，同比增长33%，约占全球
总量的1/3，集聚了广达、富士康、英业达等ODM厂为龙头企业，生产
品牌从惠普、宏碁、华硕三大品牌扩展到苹果、谷歌、联想、华为、小米、
富士通等国际大牌及国内知名品牌。在此推动下，西永也成为重庆首
个年产值突破2000亿元的工业园区。

近年来，市级部门和西永微电园共计投入1.26亿元资金撬动园区
重点电子企业共计投入14.1亿元进行智能化改造，企业产线的平均智
能化率由2016年的50%左右提升到目前的85%以上。

提前布局缓解“缺芯”难题

陈昱阳谈到，目前，重庆电子信息产业“缺芯”情况明显，尤其是
笔电关键控制芯片在全球范围内都缺货。

“芯片领域，西永微电园也布局已久。”陈昱阳介绍，目前，园区引
进了包括SK海力士、华润微电子、联合微电子等集成电路企业，布局
了12吋晶圆生产、封测等项目，以缓解“缺芯”的情况。

园区12英吋集成电路特色工艺线项目计划年内开工；12吋晶
圆线项目也已启动；SK海力士二期封测项目正在释放产能，将成为
其全球最大封测基地。

同时，西永微电园还牵线搭桥，SK海力士的产品可直接销售给
园区企业。此举虽然降低了园区外贸进出口值，却弥补了产业缺口、
降低了企业成本，换来了产业链的高效供应。

园区吸引了阿里巴巴、华为鲲鹏、英特尔FPGA创新中心等一
系列研发企业，电子科大、北理工、西电、重大的半导体和微电子研究
院已陆续开始招生，每年将本地培养1000名以上的集成电路产业相
关人才，助推园区迈出产学研协同发展新步伐。

西永微电园副总经理陈昱阳：

剖析重庆笔电产业为何充满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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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韩毅）4 月 8 日下午，
川南渝西文化旅游联
盟在渝中区举办文化旅
游推介会，推介了联盟成
员单位的文旅资源、旅游
商品、文创产品等，并推出
了川南渝西文化旅游大环
线。

川南和渝西地区地缘相
邻、山水相连、人文相亲、产
业相融。今年2月，在川南
渝西七市区文化旅游营销工
作会上，泸州、宜宾、自贡、内
江、江津、永川、荣昌七市区达
成共识，成立川南渝西文化旅
游联盟，旨在“资源共享、线路
共联、合作共赢”，抱团推进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巴
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本次推介会是联盟成立
后的首秀，重点推介了宜宾
的中国最美十大森林蜀南竹
海、世界地质公园兴文石海；
永川的“亿年恐龙、万年石
松、千年古镇、百年茶竹”文
旅资源；江津的聂荣臻元帅
陈列馆、四面山、爱情天梯；自贡
的亿万年恐龙奇观、两千年井盐
文化、八百年彩灯风采；荣昌的荣
昌陶、夏布、折扇三大国家级非遗
文化等。

推介会上，川南渝西文化旅
游联盟还正式启动了川南渝西文
化旅游大环线。该环线串联起了
川南渝西7个市区的重点景区，
涵盖蜀南竹海、自贡恐龙博物馆、
隆昌石牌坊、万灵古镇、乐和乐都
主题公园、四面山景区、春秋祠等
知名景区。

本报讯 （记者 夏元）4月8日，全市首批3座加氢站同步开工
建设，3座加氢站的加氢设计能力均为1000千克/天，预计今年8月
建成投用后，每天可满足约300辆氢能源公交车或480辆氢能源市
政物流车的加氢需求。

此次开工建设的3座加氢站分别是中石油重庆销售公司两江新
区双溪综合能源站、鱼嘴综合能源站，以及中石化重庆石油分公司九
龙坡区半山环道综合能源站。其中，双溪站和鱼嘴站为油氢合建站，
半山环道站为气氢合建站。

按照去年3月出台的《重庆市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指导意
见》，到2022年全市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集群将初步形成，氢燃料电
池汽车运行规模将达到800辆；到2025年，全市氢燃料电池汽车行业
企业将超过80家。为此，我市将依托现有氢燃料电池整车企业及核
心配套项目，围绕两江新区和九龙坡区布局加氢站，重点在成渝高速、
渝万高速沿线布局加氢站，并与成都已建成的加氢站衔接，建设“成渝
氢走廊”，推动成渝双城经济圈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重庆首批3座加氢站开建

本报讯 （记者 李珩）4月7日，四
川省卫生健康委、重庆市卫生健康委正式
启动川渝卫生专业技术人才“双百”培养
项目，双方将互派100名中青年医疗卫生
骨干人才，到对方区域内综合实力较强、
有影响力的三级医院或专业公共卫生机
构进行学习培训。

据介绍，项目计划从今年起，由川
渝两地每年互派20名中青年医疗卫生
骨干人才，到对方区域内综合实力较
强、有影响力的三级医院或专业公共卫
生机构进行为期6个月的学习培养，用

5年时间建立川渝区域内“强效、规范、
远程”人才交流培养机制，提升川渝区
域卫生健康人才竞争力、影响力和辐射
力。

此次培养对象面向卫生健康委直属
单位、两地市（州）及区县三级医疗卫生或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年龄一般在40周岁
以下、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卫生专业技
术人才可报名。

在充分考虑医院规模、技术水平、医
疗服务量、地理位置等因素后，两地遴选
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医附一院等20

个综合实力较强、医疗和科研水平较高的
三级综合医疗机构、专科医院、专业公共
卫生机构。

据了解，首批40名学员来自川渝两
地39家医疗卫生机构，涵盖儿科学、重症
医学等25个专业，平均年龄35岁。

川渝卫生技术人才“双百”培养项目启动
首批40名学员涵盖儿科学、重症医学等25个专业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4月8日，
5G应用产业方阵旗下第一家分联盟——
5G应用产业方阵重庆分联盟正式成立。
重庆市通信管理局称，这标志着重庆5G
发展的重心实现了“由建到用”的转变，将
推动全市5G应用发展迈上新台阶。

据介绍，该联盟是在市经信委、市通信
管理局、5G应用产业方阵指导下，由涉足
5G产业链上下游的高校、科研机构、企业、
投融资机构、社会组织、产业园区和政府部
门等自愿组成的跨行业、开放性、非营利性

的社会组织。其首批会员单位共有68家，
包括中国电信重庆分公司、中国移动重庆
公司、中国联通重庆市分公司、中国铁塔重
庆市分公司、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西部分
院、重庆大学、华为、中兴等。

5G应用产业方阵重庆分联盟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联盟旨在通过组织相关活动、
搭建平台、整合资源，推动5G技术应用及
相关产业发展。未来，联盟将依托5G应
用产业方阵，汇集产业链上企业，通过联合

开展5G应用技术公关、5G优秀应用试点
案例征集及评选活动、开展政策解读和人
才培训以及培育行业发展所需技术创新、
试验验证、人才服务等公共服务平台等举
措，助推重庆打造全国5G发展先导区。

5G应用产业方阵重庆分联盟成立

重庆5G发展重心实现“由建到用”的转变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4月8日下午，我市检察机关贯彻落实
长江保护法乌江流域关闭矿山环境治理专项巡查正式启动。即日
起，乌江重庆段沿江部分矿山、河段巡查工作在涪陵、武隆、酉阳、彭
水四地全线铺开。值得一体的是，这也是市检察院依托新建成的公
益诉讼指挥中心，借助远程指挥方式组织全市三级检察机关开展的
首次“云巡查”。

公益诉讼指挥中心大屏幕左侧显示着数字地图，右侧则切换着
现场执法记录仪、移动终端和无人机的回传画面。实时视讯交互、指
挥调度、协同取证、快速检测，让人身临其境。

经过此次巡查，各公益诉讼巡查小组共发现乌江沿岸石方堆放、
采矿破坏山体、非法排污等线索5条。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接
下来他们还会把巡查视频制作成短片，标记好地点、范围、面积，配上
解说和字幕，作为检察建议的附件一并送达。

3月22日，市检察院在全市检察机关部署贯彻落实长江保护
法专项巡查工作，围绕自然保护地、干支流岸线、水陆域资源、农业
农村环境、文化遗产地等重点保护领域，助力把好长江上游生态屏
障的最后一道关口。

专项行动中，全市检察机关将结合落实“河长+检察长”协作机
制、检行协作机制和公开听证、公益诉讼观察员、线索举报奖励、“回
头看”等制度，推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巡查常态化，聚焦非法侵占消
落带、非法倾倒危险废物、非法侵占岸线、关闭矿山环境治理、非法捕
捞水产品等顽障痼疾精准发力，办理一批有典型性、有影响力的案
件。

市检察机关启动乌江流域
关闭矿山环境治理巡查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4月8日，西
部（重庆）科学城发布消息，中国电科重庆
声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声光电）自
主研发出闪烁晶体材料，打破国外在这一
领域的技术封锁，可促进我国在医疗、安
检、高能物理等领域的发展。

据介绍，闪烁晶体是指能将X、伽玛射
线或带电粒子，转化成紫外或可见光光子
而发出闪光的晶体。简单来说，将这些肉
眼看不见的高能射线，对准闪烁晶体，晶体
就会真的“闪烁”。这一技术在高端X射
线安检机、医疗设备中发挥着核心零部件
的作用。

“此前我国X光机、CT机等医疗及安
检设备，其核心零部件主要从日本的日立、
三菱等公司进口。”该技术负责人丁雨憧介
绍，重庆声光电历时数年，开发出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最新一代闪烁晶体材料，在晶
体生长、性能表征、加工和组件制作等领域
均有良好的技术研发，并成功实现4英寸快

衰减Ce:LYSO闪烁晶体材料的批量生产。
“大尺寸闪烁晶体材料的投产，可大幅

降低晶体材料生产成本，一方面解决了高
端应用的需求，另一方面提高技术壁垒，为
我国未来医疗、安检、高能物理、核物理等
领域提供重要的技术保障，促进整个产业
链的协同发展。”丁雨憧表示。

西部（重庆）科学城企业自主研发出闪烁晶体材料

川南渝西文化旅游联盟在渝举办推介会

七市区共推文旅大环线

制图/丁龙

荣昌陶、夏布、折扇
三大国家级非遗文化荣昌

亿年恐龙、万年石松、
千年古镇、百年茶竹永川

聂荣臻元帅陈列馆、
四面山、爱情天梯江津江津

中国最美十大森林蜀南竹
海、世界地质公园兴文石海 宜宾

亿万年恐龙奇观、两千年井
盐文化、八百年彩灯风采 自贡

隆昌石牌坊群、张大千博物
馆、千年古镇罗泉镇 内江

▶
隆
昌
石
牌
坊
群

▶泸州泸顺
起义陈列馆

泸顺起义陈列
馆、纳溪护国战
争博物馆

泸州

泸州泸州、、宜宾宜宾、、自贡自贡、、内江内江、、江津江津、、永川永川、、
荣昌七市区达成共识荣昌七市区达成共识，，成立川南渝西文成立川南渝西文
化旅游联盟化旅游联盟，，旨在旨在““资源共享资源共享、、线路共联线路共联、、
合作共赢合作共赢””，，抱团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抱团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和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圈建设和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