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何先菊 美编 杨培央 校对 陈婕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医疗、航空、智能手机、物联网、可穿戴设备、VR、智能家居……尖端技术和未来科技发展里，晶圆是基础的组成元素。集成电路、光电显示、智
能终端、网络通信、电子元器件、软件及服务外包等产业体系，均受益于晶圆技术发展。

昨日，成都与全球领先的全方位服务半导体代工厂格芯签约，双方将协同合作以推动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创新发展，合作建立一个世界级的
FD-SOI（全耗尽绝缘硅，最先进的晶圆技术之一）生态系统，涵盖多个成都研发中心及与高校合作的研究项目。

根据协议，格芯将累计投资超过1亿美元，吸引世界顶尖半导体公司落户成都。未来，成都将成为下一代芯片设计的卓越中心，“成都造”晶圆制
造的高性能芯片，将出现在移动通信、物联网、汽车等多个领域。

格芯签约成都 共建世界级集成电路生态圈
累计投资超过1亿美元，助推成都成为全球卓越的集成电路设计和制造中心

工厂被关停后悄悄开工

执法组“突袭”
5月11日，新津县联合执法组“突袭”

了花源镇花源社区5组的一家木材加工
厂，面对突然出现的执法人员，悄悄接电
恢复生产的企业经营主有点意外，他不仅
面临企业被强制关停的处罚，还或将面临
最高10万元的罚款。

记者了解到，自今年2月以来，新津
县重拳出击整治“小散乱污”工业企业，5
月10日前已全面关停521家“小散乱污”
工业企业。面对个别“小散乱污”工业企
业私自接电恢复生产的情况，新津县市
场监管局、环保局、公安消防等部门组成
联合执法组开展了突击检查，重拳出击。
截至目前，已查处44起私自接电恢复生
产的违法行为。

突击检查 严处擅自违法生产

据联合执法组工作人员介绍，今年3
月，该企业因为不具备营业执照、生产许
可证、排污许可证而被断电关停。关停之
后，该企业私自接电恢复生产，粉尘、噪音
污染又开始困扰周围居民。在镇乡巡查发
现后，联合执法组迅速出击。

联合执法组现场检查发现该厂区内
粉尘呛鼻，木材料大量堆积，不仅油漆桶
乱摆乱放，还有工人在厂区居住生活。加
工机器留下的余温表明该企业没有真正
停产。针对该厂无任何环保设施，消防设
施不齐全、措施不落实的问题，立即对其
采取了相应措施。在市场监管局下达《责
令改正通知书》，县环保局下达《环境行政
案件协助调查约见通知书》之后，生产动
力电被截断，一张封条贴上大门，该企业
被强制关停。

同时，该企业相关负责人被要求限期
带上相关材料到县环保局接受进一步调
查。“目前来看，该企业或将面临10万元以
下的罚款。”县环保局执法人员介绍道。

同日，联合执法组还突击检查了新津
县花源镇东华村9组一机械加工厂，安西
镇新漕村5组一家具工厂。这两家“小散乱
污”工业企业同样被强制关停面临严处。

严惩反弹 处罚金额超百万元

据新津县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小散乱污”工业企业规模小、污染重、隐
蔽深、易反弹，对群众和环境危害大。

对于私自恢复生产的“小散乱污”工
业企业，新津县市场监管局、环保局、公安
消防等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从重处罚，
截至目前，针对“小散乱污”工业企业涉
嫌的环境违法行为，新津县已立案查处27
起，处罚金额共计100余万元；公安消防部
门依法对10人实施了行政拘留。

为了杜绝被强制关停的“小散乱污”
企业“死灰复燃”，新津县建立了长效监管
机制，层层落实成员单位责任，依法规范、
查处、取缔非法经营行为，在调动力量定
人定点加强巡查与监管，防止“小散乱污”
企业死灰复燃的同时，充分发挥群众监督
作用，对相关举报投诉迅速反应。另外，新
津县市场监管局、环保局、公安消防等相
关职能部门也将不定时开展突击检查和
联合执法，大力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昨日下午5点多，走进九眼桥
的炊二哥火锅店，来自巴拿马的
小伙保罗有些激动：“我爱火锅，
我爱成都。”他用刚学会的普通话
向记者说道。服务员一边指导他
如何配置蘸碟，一边向他介绍各
种菜品……“好了吗好了吗？能吃
了吗能吃了吗？麻麻麻！辣辣辣！”
因为是第一次吃火锅，保罗不慎
咬破了几颗花椒，麻辣的滋味蔓

延口腔，令他欲罢不能，没吃多久
便面红耳赤、额头沁汗。

初次的尝试，屡屡掉落的筷
子，让服务员不得不备上刀叉。但
这些插曲丝毫不能阻止外国友人
对火锅的热爱。夹起一片烫熟的
牛肉，蘸上拌好的蘸料，来自巴基
斯坦的莱克吃完后竖起了大拇
指：“Delicious（美味）！”

莱克对面一位来自埃塞俄比

亚的女士则被辣得眼角流泪，不
停地说：“hot（辣）！hot（辣）！”显然
她已被火锅的辣味征服。而来自
马来西亚的小伙托力告诉记者，
他后悔没有早一点品尝四川火
锅，“在马来西亚的华人聚集区也
有很多火锅，但远没有这里的纯
正。我非常希望成都的火锅有朝
一日能引进我们的国度。”

据悉，这36名外国友人是来自

加纳、巴拿马、肯尼亚、乌干达、白俄
罗斯、津巴韦布等11个国家的商贸
官员，此行来蓉，是与四川企业开展
务实项目推介及产品进出口对接。
借此机会，中国企业不仅可与世界
上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市场实现零
距离对接，同时与承办方中国经联
会的合作，也为企业赴境外投资、产
品出口打开了一个走出去的通道。

成都商报记者 戴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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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圆
智能生活离不开它

晶圆是最常用的半导体材
料，按其直径分为4英寸、5英
寸、6英寸、8英寸、12英寸等。晶
圆越大，同一圆片上可生产的
IC芯片就越多，但对材料技术
和生产技术的要求更高。

如今，半导体已广泛应用
于生产生活，包括医疗、航空等
尖端技术领域以及智能手机、
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家居、VR
等。可以说，半导体集成电路产
业早已成为信息技术产业的核
心，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
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
和先导性产业。

FD-SOI
最先进晶圆技术之一

在格芯12英寸晶圆成都制
造基地，将建设全球首条22纳
米FD-SOI先进工艺12英寸晶
圆代工生产线，这是目前集成
电路行业里，公认的最先进晶
圆技术之一，具有功耗省、综合
成本低等优势，在全球拥有巨
大 的 市 场 需 求 。而 格 芯

“22FDX”工艺则采用22纳米
FD-SOI晶体管架构，为无线
的、使用电池供电的智能系统
提供业界最佳的性能、功耗和
面积组合。

11个国家36名外国友人成都组团吃火锅

“希望成都火锅能来我们国家”

享
受

夹 起
一 片 烫 熟
的牛肉，蘸
上 拌 好 的
蘸料，来自
巴 基 斯 坦
的 莱 克 吃
完 后 竖 起
了大拇指：

“Delicious
（美味）！

折
服

一位来自埃
塞俄比亚的女士
被 辣 得 眼 角 流
泪 ，不 停 地 说 ：

“hot（ 辣 ）！hot
（辣）！”显然她
已 被 辣 味
征服。

心
急

面对
放进锅中
的各种菜
品，来自
巴拿马的
小伙保罗
有 些 激
动，不停
问“好了
吗 好 了
吗？能吃
了吗能吃
了吗？”

5月22日到23日，
2017年发展中国家与中
国企业经贸交流系列活
动来到成都站，在结束
了2天参观交流后，来自
11个国家的36名外国友
人一致赞同在离别之际
吃一顿火锅。

干杯！外国友人品尝成都火锅，气氛热烈 摄影记者 王红强

格芯带来的成都基地项目，远不只是一个工厂。更
意味着，随着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向中国转移，依靠完
善的产业链和人才优势，成都逐步在国际高端产业占据

“话语权”。格芯在成都建立FD-SOI生态圈，对行业，对
成都来说，意味着什么？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负责技术工程和质量保证业务
的副总裁沈磊：“我们对成都和格芯建立这一创新合作关
系表示祝贺，它将对中国先进的半导体设计以及FD-SOI
制造起到巨大的支持作用。”

SOI行业论坛主席和执行董事Carlos Mazure：
“FD-SOI技术将在中国取得快速发展，并带来多方面的机
遇。我们非常高兴看到成都政府支持帮助这一技术设计生
态系统。中国半导体设计行业将会受益于一个强有力的知
识产权设计提供商体系，从而为下一代芯片不断创新。”

芯原微电子公司CEO戴伟民：“通过发展FD-SOI
设计生态系统，成都政府和格芯展示了巨大的领导力。
我们期望着继续在这一生态系统中扮演主要角色，使在
最终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能够交付优化的系统单芯
片和系统化封装解决方案。”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在成都打造
下一代芯片设计的卓越中心

此次签约，双方共同拟订了FD-SOI产业
生态圈行动，计划用6年时间，合建世界级的
FD-SOI生态系统，助推成都成为全球卓越的
集成电路设计和制造中心。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对智慧城
市、物联网等前沿技术的重视程度也居世界前列。
FD-SOI在成都的生态系统将全面助力芯片设计
师最大程度利用这一技术能力。我们希望通过与
成都的合作，加快FDX在中国的发展和利用。”格
芯产品管理高级副总裁Alain Mutricy表示。

格芯表示，将在成都打造22FDX设计的卓
越中心。通过合作，将在成都建立多个专注于
知识产权开发、集成电路设计的中心，并孵化
成都本地的无晶圆厂企业，支持半导体和系统
公司开发面向移动、互联、5G、物联网和汽车
市场的产品。

计划还提出，将重点建立与有关高校间的
合作伙伴关系，以开展FD-SOI相关课程、研究
计划及设计竞赛。

合作再加深
格芯成都新工厂2019年量产

对成都来说，格芯并非新伙伴，
此次双方是“再一次加深”合作。

今年2月10日，格芯正式启动建
设12英寸晶圆成都制造基地，推动实
施成都集成电路生态圈行动计划，投
资规模累计超过100亿美元。

格芯12英寸晶圆成都制造基
地项目，是格芯在全球投资规模最
大、技术水平最先进的生产基地，
将建设全球首条22纳米FD-SOI先
进工艺12英寸晶圆代工生产线。

目前，格芯成都新工厂的建设工
作已经展开，预计将于2018年年初完
工。完工后，工厂将率先投入主流工
艺的生产，进而专注于22FDX的制
造，预计将于2019年开始实现量产。

目前，已经有十余家国际巨头
投来订单，而在中国市场，数家行
业巨头正在与格芯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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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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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FD-SOI生态圈
为成都带来什么

格芯成都新工厂的建设工作已经展开 摄影记者 陶轲

政协委员视察黑臭水体治理

建议加强联动协调
昨日，市区政协联动助推黑臭水体治

理民主监督第九组来到郫都区进行集中
视察。政协委员们先后来到郫都区的杨柳
河、杨泗堰，查看黑臭水体整治情况。委员
们纷纷表示，不仅水质有明显改善，沿河
的绿化景观也很大程度地提升了。

成都市政协委员、四川兴益升擎商贸
有限公司总经理彭浩轩对杨柳河的治理
成效很是认可，他认为，治理兼顾了经济
性、实用性和安全性。同时，他也提出了建
议，认为一定要建立长效机制，不仅要治
理好，还要保持好，管理好。

青羊区政协委员黄雪菊，是四川省环
境科学研究院的工程师。在杨柳河畔，黄
雪菊细心地看到，还有少量铺路后留下的
沥青残余，她马上建议现场工作人员加强
巡视加强管理，不错过一丝细节。

杨泗堰如今的景象更是让政协委员
们惊讶。不仅水流清净，两畔还打造了大
片花海，赏心悦目。郫都区政协委员、成都
现代工业港建设部部长吴涛视察后建议，
一个水体往往跨越多个区域，所以应加强
联动，协同治理。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