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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02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川篇”
深入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奋力书写新时代新天府高质量答卷

分享菜 传递爱
昔日荒地改菜地 社区变成大家庭

高质量发展
和谐宜居
镜头

郫都区

书院社区

○有组织：成立了书院社区
农耕委员会，这是由懂种地懂管理
的年轻人、社区两委干部、社工团
队、社会组织、社区党员组成的一
支20多人的团队。

○有规定：规定了不能种植产
生农作物垃圾的作物，不能使用污
染土地的农药等。

郫都区书院社区：
荒地上种生态蔬菜

把孙子送到学校后，王明
华来到了书院社区后花园给自
己家的菜园除草、浇水，这一片是
郫都区郫筒街道书院社区打造的
28亩可食地景。

她在自家的15平米“QQ农
场”上种满了四季豆、茄子、辣
椒、西红柿、黄瓜、豇豆等10多种
蔬菜，她指着最边上的一种蔬菜
告诉记者，这是她专门从河南老
家带过来的种子。“这菜在四川
没有，我专门带过来的，凉拌起
来很好吃，有家乡的味道。”

她告诉记者，4 年前，她搬
来郫筒街道书院社区，那时候
这里还是一片堆满了各种建筑
垃圾的荒地。去年 4 月，书院社
区对这里进行改造，将其打造
成郫都区第一块“可食地景”，
420 户像她一样的居民获得了
土地，并将其进行开垦种植。如
今，以前城市中难看又难管的

“疤痕”，已然成为书院社区一
张靓丽名片。

同时，依托这个项目，社区
还孵化了3个社会组织，连同以
往的 10 个社会组织，如今这里
共有13个社会组织为社区居民
提供各种服务和娱乐、公益活
动。“自己家门前种生态蔬菜，
这里也寄托了我的乡愁，这种
生活很幸福。”

探秘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

无线充电领域七成专利诞生在此

走进成都科学城，其中一
栋楼宇门前的八个字让人熟
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
是清华大学的校训。而将这八
字校训镌刻在墙壁上的，正是
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

两年前，清华大学与四川省
携手，共创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
研究院时，它不仅是四川省、成
都市促进校院地协同创新过程
中，一次令人瞩目的校地合作，
也是清华大学在西部的第一个
和唯一一个二级官方机构。

短短两年，从引进第一个团
队，到如今已陆续引进27个团
队。约300人中，超过三分之一有
着清华或海归背景，硕博率超八
成，不乏院士、长江学者、国家与
四川省“千人计划”专家、国家杰
出青年、硅谷创新团队……

这里所有的团队聚焦能源互
联网领域，它们有的正在加速研
发，有的开始产业化，还有的，甚至
已迅速占有了庞大的市场份额。

易冲无线研发的无线充电板

提到易冲无线，在无线充电领域
甚至电子设备领域内，它都鼎鼎大
名。就在上月，魅族发布了旗下首套
无线充电设备，其中，魅族POP真无
线耳机领先于苹果AirPods加入无线
充电，而其无线充电方案及核心技
术，就来自易冲无线。

与易冲无线合作的还包括小米、
金立等一系列知名品牌。公司人事行
政总监汤琦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如今
在整个无线充电领域，几乎70%的专
利来自易冲无线团队。

短短两年 从研发到占领市场

在易冲无线的设计中，支持无线
充电的芯片，可植入到手机、平板电
脑，甚至电动牙刷、洗脸仪、剃须刀等
一系列电子产品中。而另一端，进行

充电的设备，通过芯片的植入，可以
是手机壳、手机支架、笔筒，甚至是办
公桌。当芯片植入到手机端和办公桌
的固定位置后，你把手机放在桌上，
充电就已开始了。

易冲无线是一支从硅谷引进的团
队，2016年，曾在硅谷一家世界500强
企业工作了6年半的潘思铭带团队回
国，成为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
首个引进的团队，并在当年8月就成立
了公司，12月就做出了首个无线充电
器。到了2017年，易冲无线已迅速占领
市场。短短两年经历了从入驻研发，到
对接市场，再到产业化市场化的跨越。
目前估值十多亿，计划两年内上市。

未来参与国际行业标准制定

“看到里面这个小方块了吗？”汤

琦拿着一块比手掌还小的集成电路
板，指着中间一块正方形区域说，无
线充电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它。“比起
制作研发充电器，更难的是将芯片
植入到手机或者其他电子设备里
面。”汤琦说，手机内部组件复杂，位
置相对固定，将芯片植入手机，又不
妨碍手机其他组件和功能，技术上
着实不易。

而这些突破性的技术背后，有着
两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4位省“千
人计划”专家，硅谷创新人才，以及大
量来自国内尖端企业的研发人才。这
样豪华的人才阵容，真正称得上“最
强大脑”。

据汤琦透露，目前，公司依托研
究院，正在着力建设西部第一个无
线充电标准认证实验室。未来，依托
实验室平台，不仅公司能够更好地
参与国际无线充电标准的制定，还
期望能将成都打造成世界无线充电
产业高地。

在易冲无线的楼上，另一
个从硅谷引进的团队也在如火
如荼地发展着。这是清华四川
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去年引进的
团队，他们成立了“能源半导体
可靠性测试与分析研究所”，在
半导体产业链条中，这是必不
可少的一环。

刘聂担任研究所的“可靠性
工程师”。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成都半导体产业迅速发展，而芯
片设计、研发、制造都离不开半导
体检测和分析平台。团队正在清
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的支
持下搭建一个立足成都、能力健

全的半导体检测分析平台。
“以往，成都的芯片样品需

送到外地的检测平台。”但运送
过程中，难以避免样品受损，进
而造成损失。而成都的平台一
旦搭建起来，就完全可以解决
这一痛点。

这个团队集合了硅谷、清
华，以及国内外尖端企业的研
发人才，还有许多看上去十分

“酷炫”的大型设备。刘聂说，预
计今年底，搭建平台所需的基
础设备就将基本完成采购，“到
那时，我们就可以开始为成都
的半导体产业提供服务了”。

在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
究院的27个项目团队中，还有
一个特殊的团队。他们不仅完
成自身领域的创新，还为其他
团队和学科提供信息支撑和技
术服务。这就是研究院的能源
大数据研究中心。

这支团队在2017年5月入
驻。它承接来自能源物联网的
数据，面向四川省清洁能源、装
备制造、钒钛钢铁和军民融合
等领域，提供关键共性技术和
先进解决方案。短短一年，合作
对象已经涵盖众多大型企业。

值得一提的是，能源大数
据研究中心依托清华大学软件

学院和清华大数据系统软件国
家工程实验室成立，其核心产
品KMX工业大数据平台在首届
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成功发
布，本月被工信部认定为2017
年大数据优秀产品。而入驻清
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后，
产学研转化和协同创新就成为
了团队的工作重心。

2017年底，入驻仅半年的
能源大数据研究中心成功孵化
高科技企业，并一举成为四川
省首批认定的三家省级制造业
创新中心之首。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摄影记者 王勤

被认定为四川首批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项目三：能源大数据研究中心

搭建成都首个专业全面的半导体检测平台

项目二：能源半导体可靠性测试与分析研究所

来自硅谷的团队
拥有无线充电领域七成专利项目一：易冲无线

共建共建““可食可食地景地景””
居民自己设计、自己管理

郫筒街道书院社区党委书记
张雪告诉记者，项目落地之初就
成立了书院社区农耕委员会，这
是由懂种地懂管理的年轻人、社
区两委干部、社工团队、社会组
织、社区党员组成的一支20多人
的团队，由他们带领社区居民采
用共治共建共享的方式进行管
理。“我们没有请设计师，对这块
地怎么规划、设计，土地怎么分、
怎么种、怎么监督等方案都是大
家民主协商的结果。”

这块土地被分为5个区域，每
个区域又进行了分组，每个组由15
个家庭组成。“前期策划出来后，我
们就采用了线上报名，线下调研走
访相结合的方式，对社区居民进行
相关宣传，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
而这些工作都是由社区农耕委员
会来牵头推动的。”

记者看到，这五个区域刚好
组成了一个风车的形状，王明华

自豪地告诉记者，这也是大家集体
智慧碰撞的结果。“我们保留了这
块地原有的形状，在此基础上进行
了创作。这也是农耕委员会带领大
家开会，我们通过分组讨论、投票
的方式来确定的方案，基本上怎么
建设、怎么管理，都是自己商量了
来定。”

如今，这片土地上种满了各种
农作物，有些已经开始结果。这么
多被分成区块的土地，如何进行统
一管理呢？张雪说，方案是大家来
制定的，所以管理中大家都比较有
契约精神，很遵守管理规则。“比
如，我们规定了不能种植产生农作
物垃圾的作物，不能使用污染土地
的农药等。同时，拿到了土地的居
民都要好好经营，这是我们共有的
财富。我们还有阶段性的测评，如
果土地荒废15天以上，经过监督改
进无效的就必须要退出，由其他的
居民申请获得。”

此外，各个小组还会自发组织
进行除草、清除菜地垃圾等公益活
动，活动一直受到大家的拥护。

共享共享““丰丰收成果收成果””
外来居民有了归属感

王明华指着隔壁田里的生菜告
诉记者，生菜的菜苗就是她分享给邻
居的。“自从有了这片地，我们从关闭
的屋里走出来，在一起劳动，一起分
享，关系变近了。我和周边种这一片
田地的邻居都成为了朋友，有菜苗我
们会分享，有工具我们也会分享。”

而到了菜地收获的时候，农耕
委员会还会带领居民做一些“分享
菜、传递爱”的活动。“我们组织大
家带着这些收获的蔬菜去探望社
区里的老人，周边的兄弟单位来交
流的时候，我们也会把蔬菜作为礼
物送给他们。”此外，还有可食地景
丰收厨艺大赛、农夫集市等活动，
让大家都能参与其中。

32岁的河南姑娘郭彦卿是前
年搬到郫筒街道书院社区的，刚开
始来这里的时候，她曾觉得有些没
有归属感。自从申请了土地，她每
隔一天就会带着儿子去菜地看看，
也因此与邻居们打成了一片。“负

责旁边这块菜地的家庭也有孩子，
小朋友很快就玩成一片，他们会一
起采摘果实，一起去给菜地浇水、
除草，两家人也很快熟络起来，我
们回老家探亲的时候，他们就帮我
们浇水，甚至平时看到我们菜地需
要浇水了，也会帮忙。”她觉得，有
了这片土地后，大家的邻里关系更
近了一步，很像一个大家庭。

孵化孵化““33个组织个组织””
家门口就可以学瑜伽

每周二的早上9：30到10：30郭
彦卿都要带领社区的瑜伽团队练
习，这是恒爱妈妈社团组织的公益
活动。她告诉记者，她是通过恒爱
妈妈社团的创始人陈林的邀请而
成为这个瑜伽班的教练。

去年10月份，恒爱妈妈社团诞
生了，目前这个社团有包含陈林在
内的6位工作人员，她们针对亲子、
环保、女性自我成长、健康养生等
方面策划了系列活动。“我们基本
上会保证每个月有两次活动，都是

我们团队的成员，自己来策划，用的
基本上都是自己的资源。这个月10
号，我们又要举行绿道徒步。你看，
昨晚我才做了活动海报，发到我们
的粉丝群。”陈林拿着手机向记者展
示，这个群目前已经聚集了130多位
成员。她告诉记者，依托“可食地景”
目前已经孵化出3个社会组织。

如今，书院社区的社会组织已
经达到13个，“每个社团都会针对
大家的需求，策划组织活动，所以
活动非常受欢迎。我们就是要通过
培育社区互益型、公益型、功能型
的社会组织，来推动社区、社会组
织、社会工作的联动，进而推动和
谐社区的建设。”张雪说。

下一步，郫筒街道书院社区还
将积极整合市场化的资源，让公益
职业经理人、企业、社会组织一起
把社区工作进一步落实，为居民提
供品质化的生活性服务。“我们要
开发社区的造血功能，进行更加多
元化的生活性服务，很快，我们就
会有中医理疗、咖啡烘焙、青年职
业培训等项目进来，居民生活会更
丰富、更有品质、更实惠。”

专 /家 /点 /评
为居民提供交往载体
形成了良性社会互动

西华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
教授钱宁：郫筒街道书院社区因为
融入了一些外地搬迁过来的居民，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更容易因为
地域问题、身份问题及社会阶层问
题造成隔阂。书院社区通过对“可
食地景”的打造，开放社会公共空
间，为居民提供了交往的载体，形
成了良性社会互动。有群众参与才
能进行社会治理，书院社区通过搭
建平台，让居民更有序地参与基层
社会事务，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也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单靠这个
载体还不足以解决社会事务中更
深层次的问题，未来还需要进一步
开放居民、社会组织参与管理基层
社会事务权利，让他们在此过程
中，不断强化自己的责任意识，进
一步去解决社区治理中的深层次
问题。 成都商报记者 龚靖杰

郫筒街道书院社区打造了第一块可食地景。图为小朋友在菜地玩耍 摄影记者 张士博

走进产业最强大脑
发现城市创新之源

能源半导体可靠性测试与分析研究所可靠性工程师进行芯片探伤工作

易冲无线研发的无线充电芯片

“ 大 脑 ” 速 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