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西部（重庆）科学城华润微

电子（重庆）有限公司 12英寸晶圆制造

生产线上，首颗中低压 SGT 功率器件

PDFN3.3 产品顺利出产，标志着 12 英

寸晶圆生产线成功通线，将形成月产 3
万-3.5万片 12英寸中高端功率半导体

晶圆生产能力。

12英寸晶圆生产线的顺利通线，只

是西部（重庆）科学城以数字赋能产业

创新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西部（重庆）科学城坚持数

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积极培育 5G、

人工智能等新业态，开展智能化改造，

目前已形成以智能终端和集成电路为

主导的数字产业体系。该科学城正在

奋力打造全国数字产业创新发展集聚

区、产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区、数字经济

高质量发展新高地。截至 2022 年 11
月，西部（重庆）科学城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产值2443亿元，预计全年数字经济产值

达2235亿元。

完善产业布局
构建智造新体系

2017年，华润微电子正式落户西部

（重庆）科学城西永微电园。目前，这里

每个月都有约 6 万片晶圆下线并运往

全国各地，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工业

控制、汽车电子等领域。此次 12 英寸

晶圆生产线和先进功率半导体封测基

地的建成投产，标志着华润微车规级功

率器件产业基地已初步成型，并正在完

善西部（重庆）科学城在车规功率半导

体领域的布局。

近年来，西部（重庆）科学城瞄准建

设全国最大的功率半导体研发制造基

地，集聚了华润微电子、中国电科、SK
海力士、联合微电子中心等集成电路产

业头部企业，基本形成了从设计、制造

到封装测试的芯片全产业链，初步构建了

涵盖人才培养、产业孵化、IC设计、工艺中

试的创新链，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微电子产

业生态初显成效。

同时，瞄准高精尖技术，西部（重庆）

科学城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向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车等方向延链扩圈，带动上下

游产业链集群集聚。比如，2022年上半

年，西部科学城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落

户，短短半年时间已孵化7家产业化公司。

此外，西部（重庆）科学城还引进华

为鲲鹏计算产业生态、重庆人工智能创

新中心、中国电信数字化产业基地、中

国电子信创产业基地、光大人工智能城

等数字经济重大项目，培育人工智能、

软件信息服务等产业，逐步完善数字经

济产业体系。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厚植制造业新优势

近年来，西部（重庆）科学城通过深

入实施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有力推动新一

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

其中，企业数字化转型是西部（重庆）

科学城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重要

路径。

作为主营笔记本电脑注塑件的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重庆禾

裕田精密电子有限公司就是西部（重

庆）科学城数字化转型的典型代表。

在禾裕田笔电零部件智能数字化车

间内，目之所及全是数字化设备，工

人们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完成所有操

作。在这里，注塑机、机械手、机械人

等硬件设备，与 ERP、MES 等应用软

件深度集成融合，实现车间内设备全

线联网，达到车间内自动化、智能化

设备数量占全部设备比重的 100%。

此外，重庆金桥机器制造有限责

任公司建设新能源凸轮轴生产智能

工厂，实现设备实时监控，关键设备

数控化率达 100%；广达(重庆)制造基

地可实时监控生产线生产，实现生产

良率、直通率达到 99%以上，年产值增

加20%以上……

目前，通过覆盖全产业链的数字化

提质升级，西部（重庆）科学城已引导广

达、英业达等多家企业实施 180项智能

化改造，企业总体生产效率提高 72%，

能源利用率提高 17.5%，运营成本和产

品不良品率平均降低25.6%和55%。

建设数字政府
打造美好城市样板区

中国科学院重庆科学中心一期项

目是重庆首个“交地即开工”项目。

2022 年 9 月，在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

中心，重庆高新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项目经理肖宜源，在一天内便拿到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

工登记意见函》，这意味着中国科学院

重庆科学中心一期项目即日起可正式开

建。得益于西部（重庆）科学城审批流程

“瘦身”，分散在11个部门的400余个政

务服务事项将纳入一个系统办理，实现

“进一窗办多样事”。

事实上，这样高效的政务服务场

景，每天都在西部（重庆）科学城上

演。近年来，西部（重庆）科学城聚焦

数字政务建设，深入开展“互联网+
政务服务”，优化网上政务服务的流

程工作机制，编制政务服务事项目

录、完善并联审批功能、推进人工智

能审批，让办事企业和群众“不见面”

申请办事材料、“零跑动”领取审批服

务结果。

除了越来越便捷的政务服务，围

绕智慧城市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不

断完善综合交通、教育医疗、绿色生态、

文化休闲、商业商务、智能智慧六大城

市功能，打造美好城市样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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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第十一届河南省

开发区建设“金星奖”系列先进单位名

单出炉，由郑州高新产投集团全资子

公司郑州高新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管理的郑州高新区政府投资引导母基

金获评 2022“金星奖”——河南招商

引资10强产业基金。

郑州高新区政府投资引导母基

金，是由郑州高新产业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作为管理人和普通合伙人，郑州

高新投控集团、郑州高新产投集团作

为有限合伙人共同发起设立的，基金

总规模 15亿元，重点围绕郑州高新区

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展投资

布局，旨在发挥政府性资金的产业引

导、政策扶持作用，带动更多社会资本

支持高新区重点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同时，该基金采用母子基金的运

作方式，坚持“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

理”原则，通过母子基金运作撬动社会

资本，围绕郑州高新区重点产业新设

一批子基金，支持区内企业发展，助力

产业集聚优化升级，同时通过资本招

商等方式，引导优质企业落地高新区。

目前，郑州高新区政府投资引导

母基金已完成投资子基金 10只，合计

规模 38.8 亿元，完成投资企业近 40
家，其中3家企业成功上市，为区域培

育众多优势产业。下一步，高新基金

将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国有资本的放

大效应和引导作用，将高新区政府投

资基金打造成为河南省乃至国内区域

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的标杆，为郑州高

新区建成千亿元级世界一流高科技园

区提供有力支撑。 蔡培圆

本报讯 近日，乐山高新区举行

高新·创智谷招商发布会暨入驻企业

签约仪式，签约项目 16个，签约金额

达7.435亿元。

此次集中签约的16个项目，包括

乐山城市候机楼、乐山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综合能源研究所、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乐山市分行总部、极米科技高新

旗舰店等，均位于高新·创智谷中央

商务区，签约面积约4万平方米。

其中，乐山城市候机楼项目，是

提升乐山高新区城市配套的重要项目

之一，签约面积近2000平方米。未来，

乐山城市候机楼将打造成为多功能服

务于一体的便民候机楼，为广大旅客提

供票务值机、行李托运安检、贵宾服务、

汽车租赁、网约车等服务，还包括酒店、

餐饮、旅游、文化产品、新能源汽车充电

和销售等延伸功能，将助力乐山加快建

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

签约仪式现场，乐山高新艺术区

成立。来自乐山市美术家协会和嘉州

画院的艺术家们现场作画，并展出部

分优秀作品。据了解，目前已有国画、

油画、设计、摄影、民间工艺等多个艺

术领域的 20余名艺术家（工作室）入

驻高新·创智谷，签约艺术创作面积

约5000平方米，赋能乐山高新区艺术

文化产业发展。

据悉，高新·创智谷，是乐山市汇

聚现代金融业、科技金融业、创新金

融业及企业总部的重要载体，也是乐

山高新区引领城市区域发展的首期

核心启动项目，承载着总部办公、金

融商务、政务服务、活力街区等功能，

引领区域品质跨越升级。 宋腾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蔡学贤）

近日从宜春丰城高新区传来好消息，

2022 年该高新区预计完成工业总产

值 1065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1050 亿

元，双双突破“千亿”，成为宜春市首

个千亿元级园区。

2022年，宜春丰城高新区坚持激

活党建引领这个“强引擎”，以高质量

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宜春丰城高

新区党工委被选为江西省委“两新”

工委直接联系指导党建工作的园区

党工委。宜春丰城高新区培育选树

了马可波罗江西基地党委“红色动力

211”工程等非公党建品牌；同时，坚

持党管人才，加强人才梯队建设，7个

项目获批江西省重大人才工程项目，

1人入选国家科技创业领军人才。

宜春丰城高新区紧紧抓住项目

建设这个“牛鼻子”，围绕主导产业进

行产业链招商，大力实施产业延链补

链强链工程。2022年，宜春丰城高新

区引进签约项目67个，其中亿元以上

项目52个，签约金额超560亿元；建立

项目专班等服务机制，落实重大项目

督查调度评价工作办法，全力推进项

目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在建项目 90
个，投资额超600亿元。

宜春丰城高新区聚力聚焦科技

创新这个“助推器”，新增国家级载体4
个、江西省级平台及载体22个；获批江

西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8家，新认定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27家；新增有效发明专

利69件；加强与国家大院大所智库对

接，建立南昌大学循环经济产业研究院。

宜春丰城高新区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这个“硬品牌”，政务服务大厅正

式投入运行，认领和承接省、市、县级

31 项赋权事项，实现园区事园区办

结；开展营商环境提升专项行动，通

过政企圆桌会议等方式，解决企业问

题216个，帮助112家企业办理各类证

照131个。

南昌高新区南昌高新区
生产建生产建设忙设忙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叶炼青）最

近，南昌高新区建设工地火热繁忙，工厂

车间机器轰鸣。工人们抢时间、赶进度、

不停工、忙生产，加快推进重点项目施工建

设，加速完成目标订单，夯实高质量发展基

础，助力经济运行持续恢复、加快回稳。

在南昌数谷产业园项目工地，工人们

或操作塔吊机械或切割施工需材，紧张有

序地忙碌着。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 100
亿元，总建筑面积 100万平方米，包括总

部研发楼、高层科研楼、创新企业孵化器

等，拟吸引江西省内外数字经济龙头企业

总部落户，并形成总部经济效应。

“元旦期间，我们整个项目共有 270
名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同时增设了各类机

电设备，采取轮班制度，坚持人停机不停，

让项目的每个环节都能按下‘快进键’，在

保证施工质量的基础上全力推进项目建

设。”南昌数谷产业园项目负责人甘忠军

表示，目前，该项目一期首批建设面积46
亩，已完成主楼主体结构工程建设的86%，

预计2024年6月全部完工交付使用。

不仅项目建设掀起热潮，企业车间也

是一派火热景象。在位于南昌高新区江

铜龙昌精密铜管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可以

看到，24 盘内螺纹产品正通过传输带运

输至终端，准备打包封装发往国内知名品

牌客户。据了解，该公司主要生产制造精

密空调与制冷用磷铜合金传热内螺纹铜

管、高清洁度空调与制冷用无氟冰箱铜

管，是国际制冷技术的领导者。

“为了确保客户订单如期交付，元旦

期间，我们公司安排了200多名员工坚守

生产一线，两班交替赶生产，确保订单如

期交付。元旦假期3天，公司已完成1500
多万元的产值。按照这个工作进度，公司

将如约完成客户订单，提前打好新年的

‘第一枪’。”江铜铜业加工事业部主任胡

巍说。

据了解，元旦假期，华勤千亿产业园、

江西美晨手机南昌生产基地二期、南昌春

秋电子年产1000万套精密结构件生产基

地等不停工的江西省大中型项目有 17
个；江铜龙昌精密、联益光学、江铜铜箔、

江铜台意、泰豪科技等 10亿元以上规模

不停产的企业有 9家。南昌高新区重大

项目不停工、重点企业不停产，掀起稳定

经济增长的拼搏热潮，为新的一年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打下牢固基础。

本报讯 近日，位于阿拉善高新

区的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新能源有限

公司阿拉善盟乌兰布和生态沙产业示

范区，100兆瓦光伏沙漠治理项目成功

并网发电，一排排壮观的蓝色光伏板

矗立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有效挡风防

风，阻止沙尘飞扬与沙丘移动。

100 兆瓦光伏沙漠治理项目负责

人塔拉说：“该项目总投资5.5亿元，总

装机容量100兆瓦，年设计发电小时数

1764小时。年均发电量预计可达 2.08
亿千瓦时。未来，我们将继续发扬不

畏艰险、勇攀高峰的铁人精神，致力于

建设品质光伏，为阿拉善高新区新能

源事业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在此之前，2022 年 12 月 31 日，位

于阿拉善高新区的中广核阿拉善 2万

千瓦分散式风电项目成功实现并网发

电。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36亿元，

装机容量为20MW，采用5台金风科技

4MW半直驱风力发电机组，新建 1座

35kV开关站，通过 1回 35kV送出线路

接入对侧瀚海润金 35kV开关站，线路

长度约3千米。

广核阿拉善 2万千瓦分散式风电

项目技术专工魏鹏说：“项目投产后，

每年可提供约 5800 万度电的清洁电

能，相当于节约标煤 1.8 万吨，将有力

促进节能减排，推动绿色能源的开发

及利用。接下来，公司将充分利用当

地丰富的风能资源优势，走好以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

新路，为阿拉善高新区新能源产业健

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阿拉善供电公司将以实现‘双

碳’目标为引领，提升服务质量，大力推

动绿色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

势，为阿拉善盟着力打造国家级亿千瓦

级新能源战略基地添砖加瓦。”阿拉善供

电公司副总经理李希俊说。

新能源产业是阿拉善高新区重点

发展的新兴产业链之一，也是该高新

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作为内

蒙古最西部的阿拉善盟土地幅员辽

阔，风、光资源丰富，新能源可利用资

源总量达 10亿千瓦，具有发展新能源

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阿拉

善高新区立足资源禀赋，激发生态优

势，围绕“双碳”目标，有力推动新能源

产业高质量发展。2022 年，阿拉善高

新区积极实施新能源项目9个，总投资

31.49亿元，总装机规模 56.83万千瓦，

目前项目已并网4个，总装机规模14.6
万千瓦，项目总投资 21.42 亿元，完成

年度投资计划95%。

下一步，阿拉善高新区将全面贯

彻落实国家、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

阿拉善盟委行署的部署，立足资源禀

赋，积极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研究探索

低碳工业园区、综合智慧能源的开发

建设，形成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

新格局，努力为阿拉善打造“发电规模

最大、生态代价最小、产业水平最高、

综合成本最低、服务保障最强、建设速

度最快”的亿千瓦级可再生能源基地

奠定基础。 赵小丽 王鑫 高阿东

西部（重庆）科学城：数字赋能产业创新

阿拉善高新区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

新年伊始，襄阳高新区各企业纷纷抢抓开局大好时机，铆足干劲忙生产，开足马力赶订单，为新的一年实现新跨越开好

头、起好步。图为1月4日，位于襄阳高新区的东风日产襄阳工厂2023年第一辆新天籁（准八代）轿车下线，标志着该工厂

2023年复工生产拉开序幕。 王懿 朱亚丽 白玉璞

宜春丰城高新区：

预计2022年实现营收1050亿元

乐山高新区：

16个项目落户高新·创智谷

郑州高新区：

母基金获评2022“金星奖”

近日，湖州莫干山高新区企业百家云举行上市敲钟仪式，庆祝成功登陆

美国纳斯达克。据悉，百家云以8.3美元每股的价格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总

市值超 8亿美元，是中国音视频 SaaS在美国上市第一股，也是 2023年湖州市

首家上市企业,填补了德清县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空白。 白羽/摄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襄阳高新区襄阳高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