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心

有所信，方能行远。厦门海沧，在

坚持产业立区加速发展集成电路

产业的进程中，迎来了又一个高

光时刻———12 月 28 日，海沧区

举行半导体产业基地封顶暨重大

项目签约仪式，总投资超 150 亿

元的 15 个重大项目落户海沧，达

产后年产值将超 250 亿元，标志

着海沧初步形成了“以产品导向

的特色工艺晶圆制造、先进封装

为发展重点”的产业链布局，并具

有差异化优势，对进一步提升中

国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竞争力，

探索区域产业发展模式具有里程

碑的意义。

“当前，发展集成电路已上

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海沧超

前布局，积极融入国家战略，打

造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布局

中的重要承载区和具有海沧特

色的产业集聚区，在我国集成

电路产业发展版图中占据了一

席之地。”在厦门半导体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汇联看

来，海沧集成电路产业聚集度

高，发展方向明晰，已驶入良性

循环轨道，未来势必进入创新

深水区。

当日完成主体封顶的海沧半

导体产业基地，正是海沧保持战

略定力，不断以敢为人先的豪情

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中闯关探路

的一个缩影。

“如今，越来越多集成电路制

造业企业步入发展新阶段，对产

业载体有了更高要求，然而国内

专业化的集成电路制造业厂房资

源相对稀缺。”据海沧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此时打造国内首个成规

模的集成电路中试厂房园区，不

仅契合国内行业发展需求，也与

海沧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阶段相适

应。

记者了解到，海沧半导体

产业基地在筹划之初，厂房蓄

客面积就已经接近一半，云天

半导体、四合微电子、烨映电子

等 9 个首批入驻项目总投资超

30 亿元，达产后年产值超 50 亿

元。

从昔日的“边角地”，到成为

集成电路行业的“风暴眼”，海沧

一步一个脚印。就在几天前，国内

首条 12 吋特色工艺芯片制造生

产线———厦门士兰 12 吋特色工

艺半导体芯片制造生产线正式投

产，打破了国内长期以来在 12 吋

制造技术领域缺乏自主知识产权

的局面，为海沧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翻开了新篇章。

潮头弄桨，浪尖起舞。未来，

海沧将继续坚持以国际化视野从

长远大势审慎看待形势，不为局

部和眼前问题所困扰，加速打造

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级集成电路

产业链条，坚定不移地推动海沧

集成电路产业行稳致远。

（林岑林晓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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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在

近日举办的第十六届海峡两岸信

息化论坛上，厦门市 5G 产业联

盟揭牌成立。该联盟由市工信局、

市通信管理局指导，市信息协会、

华为、浪潮、厦门电信、厦门移动、

厦门联通、厦门铁塔、厦门广电网

络等 74 家单位参与。

成立 5G 产业联盟的目的，

主要是搭建平台，深化交流，分享

经验，汇聚产业资源，促进技术创

新应用，营造良好的产业生态环

境，带动 5G 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联盟将联动厦门 5G 产业的上下

游资源，一方面推动 5G 技术协

同创新，探索垂直领域创新应用；

另一方面助推 5G 产业招商引

资，培育壮大产业集群。

第一届厦门 5G 应用大赛同

步启动。大赛由福建省工信厅、福

建省通信管理局、厦门市人民政

府指导，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厦门市通信管理局、集美区人民

政府主办，中国电信厦门分公司、

厦门市 5G 产业联盟承办。大赛

聚焦 5G 行业应用中亟须解决的

难点、痛点和创新问题，征集 5G

产品、解决方案和成功案例。主办

方表示，希望通过大赛发掘一批

优秀的 5G应用项目，促进 5G 技

术与市场需求的紧密结合，进而

培育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行业应

用标杆。 （林露虹）

本报讯 据厦门晚报报

道，近日，国家高企认定办批

复了厦门上报的 2020 年第一

批 472 家国家级高企名单，并

在国家高企认定管理工作网

公示了厦门第二批 448 家拟

认定国家级高企名单。至此，

厦门 2020 年国家级高企认定

申报工作已全部完成。待第二

批企业获得批复后，厦门资格

有效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总数预计将突破 2200 家，净

增数 350 家以上。

在市科技局、市税务局和

市财政局的大力推动下，厦门

2020 年国家级高企受理数量

实现跨越式增长，全市国家级

高企认定工作分两批累计受理

申报1060家企业，受理数量为

历年最多，同比增长42.28%。

根据申报数据，目前已获

批的第一批国家级高企在申

报前一年度共实现营收

976.51 亿元。 （王东城）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由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

风险投资专业委员会、中国

母基金联盟共同主办的

“2020 中国母基金 50 人论

坛”近日在北京召开。论坛揭

晓了“中国最佳政府引导基

金（市级）TOP30”，厦门市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受托管理的

厦门市产业投资基金荣登第

三名。

财政部门介绍，近年

来，厦门市产业投资基金规

模持续壮大，市场化规范化

运作水平稳步提升，产业发

展带动作用日益显现，为特

区全方位高质量发展超越

注入新的源头活水。2020

年，厦门市产业投资基金新

批复参股基金数量及规模

均创历年新高，主投领域新

增对物流供应链、新材料行

业的覆盖，丰富了市产业投

资基金的产业链、生态链。

截至目前，理事会共批复市

产业投资基金参股基金 64

只，其中，60 只子基金规模

合计 1051 亿元，以市财政

承诺出资 150 亿元，区财政

承诺出资 64 亿元，撬动 3.9

倍社会资本投向厦门。

（陈泥）

本报讯据东南网报道，12

月 25日，福建省高网泉厦漳

城市联盟路泉州段正式建成

通车，该项目衔接厦门海翔大

道，并与漳州同城大道等互联

互通，形成闽西南协同发展区

又一条交通“大动脉”。同时，

作为泉州 137 公里环城高速

“大环”的最后一个段落，它的

通车，也标志着泉州环城高速

“大环”全线通车。

泉厦漳城市联盟路泉州

段全长 27.36 公里，采用双向

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设计时速 100 公里，由中国

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和泉

州市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共同投资建设，项目概算总

额 47.08 亿元，建设工期 3

年，运营期 24 年。

泉厦漳城市联盟路泉州

段起于晋江市永和镇福田

村，通过永和镇福田枢纽连

通晋石高速公路，途经晋江

市安海镇、东石镇，跨安海湾

后进入南安市石井镇，在南

安市石井镇通过促进枢纽连

通南石高速，终于南安市石

井镇坂头村，与厦门海翔大

道相接，并通过巷东互通与

翔安机场高速相连。全线共

设互通 5 处，其中落地互通

(出入口)3 处，分别设置晋江

永和、晋江东石、南安石井西

三个收费站。

据测算，泉州台商区、石

狮、晋江南部等地往返厦门

方向不用再绕路，行车里程

将缩短 20 公里以上，人力、

运输等成本都相应减少，成

为当地群众出行、企业发展

的交通主干道，进一步带动

沿线半导体、鞋服、制伞、建

材、物流等产业发展。此外，

该项目沿线分布泉州港的围

头、石井等多个港区，北连石

湖港区，南接厦门港，承担着

重要的港口集疏运通道功

能，对拓展港口腹地建设也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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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往来泉州再添一条捷径
泉厦漳城市联盟路泉州段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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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产业基地封顶暨重大项目签约仪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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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批文化”厦门侨界座谈会召开

厦门市侨界先进典型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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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帮扶”助乡村振兴

课题提案促社会发展

厦门市海联会组织

在厦高校港澳学生

参加“美丽中国———闽西行”研习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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