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首席记者 杨骏

一季度，西部（重
庆）科学城西永微电
园实现规上工业总产
值562.94亿元，同比

增长57.48%。同样是在一季度，重庆电子产业同比增长
56.3%。

两个数字相近，并非巧合——西永微电园是重庆电子产
业主战场之一，更是重庆笔电、集成电路的主要集聚区，可谓
重庆电子产业的“代言人”。

如今，重庆电子产业这一集聚地，正在经历一场产业能级
的蝶变。“园区正在逐步撕掉‘代工’的标签，向‘研发’转型，构
建电子产业全链条。”西永微电园董事长吴道藩表示。

笔电产品向“高端”发力
一台笔电的售价能有多高？位于西永综保区的英业达

(重庆)公司给出的答案是：5万元。
“它是时下热门的‘电竞本’，各方面配置都处于行业‘天

花板’。”英业达(重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生产的笔电
产品，已有80%是个性化、电竞化的高端笔记本，售价均在1
万元以上。

这得益于英业达(重庆)公司在研发上的持续投入。据了
解，自落户重庆起，英业达(重庆)公司每年都要在研发上投入
上亿资金。去年英业达更是投入2.4亿元研发资金，同比增
长了76%。

“高端电竞笔记本电脑属于细分领域，虽然量不多，但附
加值高。”该负责人说，2019年智博会上，英业达与西永微电
园签署高端电子竞技终端生产基地项目。去年4月，这一项
目正式投产，不到半年时间，出货量已超过60万台，其客户在
高端电竞本产量占比已达到全球的17%。

今年一季度，英业达高端笔记本持续放量，推动英业达
（重庆）公司产量达到146.38亿元，同比增长56.98%。

自主研发的血氧仪同类“芯片”供不应求
在西永微电园，有一家名为重庆湃芯创智微电子有限公

司（下称湃芯创智）的企业，其自主研发的指脉式血氧仪同类
芯片非常抢手，客户需提前支付全款后才能采购。

“即便这样，还是有很多客户派人守在我们公司门口，甚
至愿意额外加钱抢购芯片。”湃芯创智总经理郑寅秋说。

这款芯片为啥这样紧俏？它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还能
降低客户30%-50%的物料成本。更重要的是，在全球晶圆
产能不足的情况下，湃芯创智依旧能确保如期交货。

郑寅秋介绍，过去十多年，血氧仪同类芯片一直依赖进
口，价格高不说，供应还得不到保证。湃芯创智从2016开始
进行血氧同类芯片的研发，2018年底正式开始量产。

“湃芯创智研发团队研发人员占70%，目前核心发明专
利就有70多项，是同类产品的国内唯一供应厂商。”郑寅秋介
绍。

补链强链推动高质量发展
“园区以电子产业为主，近几年也在着力补链强链，推动

产业提质增效。”西永微电园相关负责人介绍，一季度，西永微
电园两大笔电主机厂产值增速均超过50%，笔电、显示器、电
池产量分别增长114%、42%、188%。

“缺芯是全球智能终端都面临的问题。”该负责人说，针对
这一问题，西永微电园积极推动园区集成电路企业发展，实现
更多“芯片”重庆造。 （下转3版）

从代工到自主研发

西永微电园变身记

一季度“开门红”数据背后的故事③

□新华社记者 柯高阳

见到重庆铁路运输技师学院教练梁攀
时，24岁的他正在工作室里忙活。作为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电子技术项目冠军，这
个大男孩对电子技术满怀激情与热爱，有
着属于自己的自信。

谁能想到，9年前，这样的自信在梁攀
身上还难觅踪影——

彼时的梁攀，正面临中考失利，没能考
上理想的高中；爸爸生病需要照顾治疗，他
选择进城打拼减轻家庭负担。跟着亲戚在
工地上搬过砖、在餐馆端过盘子、在商场发
过传单，后来又在电子厂走上流水线……

在电子厂，他在看技术工人熟练地操
作机器生产产品时入了迷。他随即作出一
个决定——到技工学校“充电”。

重回校园的梁攀，比以前更加珍惜学
习机会。在代表学校参加市级比赛获奖
后，他顺利入选重庆集训队，选择专攻电子
技术项目，为冲刺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
赛做准备。

每两年一届的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
“世界技能奥林匹克”。但历史上中国队从
未在电子技术项目上拿到过金牌，为什么
梁攀要选择这个“难啃的骨头”？他的回答
是，“因为热爱”。

2016年的夏天，对19岁的梁攀来说格
外难忘。时值暑假，同学们都放假了，梁攀

还顶着40℃的高温天，留守在没有空调的
实训基地……

遗憾的是，在那一年的世界技能大赛
国家集训队“五进二”中，梁攀以第三名落
选，只能随团去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现场
观摩。那一次，中国选手在电子技术项目
上再次止步于优胜奖。站在观众席上的梁
攀心潮起伏，暗下决心：“下届，我一定要破
零，为中国拿个金牌！”

但这谈何容易。随着技术的不断进
步，比赛内容也会随之调整，考核选手设
计、仿真、程序编写、焊接等综合能力，评分

细则多达上百条。竞赛资料全是英文的，
阅读和理解难度大，梁攀就在翻译老师的
帮助下硬啃“天书”、反复求教……

五年磨一剑，不负有心人。2019年8
月，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第45届世界技能
大赛上，梁攀凭借精湛的技术、出色的发挥
站上领奖台，捧回中国电子技术项目首枚
金牌。今年他还荣获第25届“中国青年五
四奖章”。

成为世界冠军后，许多企业向梁攀抛
出橄榄枝，但他坚持留校任教，成为重庆集
训基地最年轻的教练。“一切手工技艺，皆
由口传心授。”梁攀说，他希望继续精进专
业，以身示范，帮助更多的技校学生实现梦
想，培养更多技能工匠人才。

（参与采写：周闻韬）（新华社重庆5月
4日电）

从中考落榜生到世界冠军

梁攀：我一定要为中国拿个金牌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曲鸿瑞

一辆踏板摩托车、一部手机、一个充电
宝、1个装满白开水的水壶……“五一”假
期，杜长勇也没闲着。傍晚，他准时上线。

“骑手已抢单，正火速赶往商家！”“骑手已
取餐，请耐心等待！”每一单外卖分秒必达
的背后，都透着这个年轻人冲向更美好未
来的青春活力。

杜长勇是巴南人，今年刚满30岁，曾
是一名汽车售后服务部门的主管。“之前在
南岸海峡路上班，后来4S店倒闭，我就自
己出来创业做涂料和装修。”

杜长勇个子不高，做事踏实，因为创业需
要更多的资金，所以他闲下来会兼职跑外卖。

临近晚上7点，已经工作了1个多小时

的杜长勇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拧开矿
泉水瓶后一仰头，1升白开水就见了底。

“没想到这几天会这么热，人都晒黑
了。”喝完水，杜长勇一路小跑进了商场的
厕所。“时间很紧，喝水要找空闲，上厕所也
一样。等会儿抢单了，什么都顾不上。”

再次上路，杜长勇开启了“暴走+抢单”
模式。

对于外卖员的工作，他觉得很满足。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从小父母就教育我，
有付出就一定有收获。我希望凭自己的努

力，让生活更美好。”
“送外卖的时候，顾客说什么你会感

动？”记者问他。
“一句谢谢、辛苦了。”杜长勇觉得，虽然

是简单的几个字，但让人感到暖心。“大家都
在为生活打拼，将心比心，他们拿到外卖，能
按时吃饭，我就觉得我的分秒必争很值得。”

偶尔不跑外卖的时候，杜长勇会穿上
骑行服，在南滨路和巴滨路上骑自行车。

“我从小就喜欢骑自行车。自行车只要你
往前蹬，离终点就近了。”杜长勇已加入业

余自行车俱乐部多年，“骑行让我获得了无
所畏惧、敢拼敢闯的力量。”

回想两年前和几个朋友一起创业，很
难，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可再难又能怎么
样？”杜长勇笑着说，一定要走下去，“当年
我骑自行车去西藏的时候，过了邦达七十
二拐就是怒江大峡谷，那一段路是逆风。
你知道骑车有多难受吗？我还要驮着40
多斤的行李，我差点就把所有东西都扔了，
然后回家。可是最后我没有，我咬着牙，扛
过去了！”

不服输，向前走，从此成为杜长勇内心
的一股子劲儿。对于未来，杜长勇坚信，只
要努力一步一步往前走，终点终会到达，

“我在路上，会用勤劳的双手让家人生活得
更好。”

从销售主管到自主创业兼职外卖

杜长勇：为未来打拼，分秒必争很值得

□本报记者 杨铌紫

“爸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入党
啦！”“女儿，祝贺你。以后你就多了一个身
份了哦！”5月1日晚，时隔一年，焦祖惠回
到老家四川理县，在饭桌上，她兴奋地向父
亲报喜。

焦祖惠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这一个多
月我一直忍着没跟爸爸说我入党了，就是
想亲口告诉他这个消息，让他为我骄傲！”
这个28岁的女孩，曾获2020年度感动重
庆十大人物、2020年度孝感市新冠疫情防
控工作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时间拉回到去年2月，得知医院要组
织医护人员支援湖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焦祖惠主动请战，迅即报名。
在去孝感的路上，焦祖惠与父亲通了

一个电话。交流中，父亲说，以前都是人家
来帮我们，现在你长大了，成为了一名医务
工作者，一定要懂得感恩，回馈社会。

父亲的话，深深扎根在焦祖惠的心里。
抵达孝感七八天后，焦祖惠利用空闲

时间写下了入党申请书。3月18日，焦祖
惠火线入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她立马给
父亲打了电话：“爸爸，你女儿现在是预备

党员了。”“嗯，不错，继续努力！”
父亲虽然不善言辞，但焦祖惠能感受到

父亲对她的肯定。她知道，父亲作为一名退
伍军人，最遗憾的就是在部队里没有入党。

谈起当护士的初衷，焦祖惠说，15岁
时，经历了汶川大地震，是白衣天使的到来
抚平了她内心的恐惧，让她看到了生的希
望。自那以后，焦祖惠便下定决心：长大以
后要当一名护士，用感恩之心回馈社会。

2015年，焦祖惠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成为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护士。
在孝感，焦祖惠和同事们一起负责孝

感中心医院东南院区4楼病人的护理工
作。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戴着闷人的
N95口罩，开始那段时间焦祖惠感觉胸闷、
想吐。但她在心里给自己鼓劲：“我是来帮
助别人的，千万不要还没工作就先倒下
了！”发药、检测各种体征……每天从上午9
点到下午1点，焦祖惠在病区忙碌着。她
坚持了下来，站好了自己的第一班岗。

后来的工作越来越顺利，焦祖惠尽心
的付出也得到了病患的肯定。

对这一场“战疫”，焦祖惠说，很欣慰自
己给孝感人民带去了希望，“就像当年救助
我的那些人一样。”

从被人救助到抗疫英雄

焦祖惠：心怀感恩冲锋在前

“五一”期间，江北区观音桥商圈，城管
队员在巡逻维护商圈环境。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五一”期间，红岩革命纪念馆，小红帽
志愿者帮助外地游客现场进行网上预约参
观。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五一”期间，万盛经开区煤电化产业园
区，化验员正在化验水质。

通讯员 王泸州 摄/视觉重庆

“五一”期间，重庆客运段西站动车商品
配送仓库，动车列车员正在比选本趟动车出
库商品。 特约摄影 钟洁/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陈钧）一边建设实验室，一边在临时厂
房调试实验设备。位于两江新区鱼复新城的市级重点项
目——国家氢能动力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简称氢能中心）“马
不停蹄”加快进度。5月4日，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为加速

“补链成群”，“五一”期间，重庆多个市级重点项目不停工。
两江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氢能中心进入基础施工

阶段，场地平整工作已大体完成，即将进行整车实验室和燃料
电池实验室建设。项目预计2021年底竣工，届时即可开展相
关氢能源汽车的燃料电池与整车性能测试，助力我国汽车产
业提档升级。

在实验室建设的同时，氢能中心已完成了所有重大设备
的招标工作。燃料电池系统也在“五一”期间完成调试，标志
着该氢能中心已具备氢能源汽车的相关核心检测能力。

当日，记者在大地（国际）生命科学园施工现场看到，几栋
楼的楼体已经拔地而起，现场机器轰鸣，钢筋绑扎、混凝土浇
筑有序进行，正在完成最后的封顶施工。

位于两江新区水土新城的大地（国际）生命科学园是大地
企业公园的拓展区，是我市重点支持的专业生物医药产业园，
项目建成后预计入驻中外生物医药企业达150余家，达产后
可实现总产值约300亿元。

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在建的主要为大地（国际）生命科
学园一期项目，“五一”期间，该项目有近300人坚守岗位，采
取多班制、倒班制等方式抢抓工期，进行一期主体工程的封顶
施工建设。目前，项目一期第一批次12万平方米产业用房已
有50%封顶，封顶的同时将加紧外墙及景观工程施工，预计
今年7月可交付。2022年春节后可完成一期总建设任务并
交付给入驻企业。

“五一”期间，礼嘉智慧公园智慧馆、果园港国家物流枢纽
等市级重点项目也在紧张施工中。

重庆加速“补链成群”

多个市级重点项目
“五一”不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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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4 日,游客乘
长江索道飞越长江。
据长江索道工作人员
介绍，“五一”假期，不
少外地游客来渝，乘坐
长江索道观光受热捧。

特约摄影 钟志
兵/视觉重庆

长江索道
受热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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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担当。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每一个青春之我都在
用奔跑的姿态，追寻着心中的梦想，与新时代同向

同行、共同前进。今天，让我们走近这些年轻的身
影，感受他们在巴渝大地脚踏实地奋力拼搏的力
量，看他们为重庆发展尽己之力，发一分光。

心中有阳光，脚下有力量
——重庆青年拼搏奋斗在巴渝大地

尽己之力 发一分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