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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芯千亿元投资12吋集成电路新线
将大幅提升上海集成电路产业能级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日前，中国内地规模最大、技术

最先进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中

芯国际宣布，其新建 12 吋集成电路

先进工艺生产线项目，以及配套建

设的高端光掩模生产线等在浦东张

江正式开工建设。

记者了解到，本次中芯国际新

建项目工艺节点可覆盖14纳米至10
纳米/7 纳米，总投资 675 亿元，全部

满产后规模可达每月 7 万片。结合

配套建设的高端光掩模生产线以及

前期已进行的现有12吋生产线产能

提升，该项目共计新增总投资近千

亿元。

依托该系列项目，中芯国际将

给上海集成电路制造业的能级带来

巨大提升，量产工艺将达到世界先

进水平，进一步巩固上海在集成电

路领域国内技术水平最高、产业链

最完整的领先地位。

上海是国内集成电路产业起步

最早、发展集中、产业链完整、综合

技术水平较高的区域。在《国家集

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和“国家

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双重推动

下，上海将发展集成电路产业作为

全面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的重要支撑持续推进。根据

市经信委提供的资料显示：2015 年

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实现产业规模

950亿元，预计2016年产业规模将首

次超千亿元。

浦东作为上海集成电路产业

“重镇”，规模占全球半导体产业的

1.75%以上，占全国集成电路产业的

1/6，销售收入占据全市一半以上份

额，并形成芯片设计、制造、测试、封

装等完整的产业链条。

不过，国内大部分集成电路企

业仍存在不少“瓶颈”：如高新技术

研发投入和创新突破不够，产品附

加值不高，尤其是在新兴领域的增

长驱动力明显不足。

近几年，受智能移动终端、互联

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多样

化应用的驱动，集成电路芯片市场

需求大增。

据中芯国际方面透露，目前其

产能利用率已接近满载，产能扩充

已势在必行。此次新建项目工艺节

点可覆盖 14纳米至 10纳米/7纳米，

产品方向主要集中在新一代移动通

讯和智能终端领域。

目前，中芯国际在北京、上海、

深圳、天津、意大利拥有生产8吋和12
吋的晶圆厂且在过去数年业绩屡创新

高。今年上半年中芯的销售额再创新

高，达到 13.24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4%，实现连续17个季度盈利。

“中芯国际上海新 12 吋集成电

路生产线厂房的启动，将有助于满

足客户日益增长的产能需求。”中芯

国际董事长周子学表示，“未来三至

四年，中芯国际预计收入将保持每

年20%的高速增长。”

上海制造业形势逐步向好，今

年三季度各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由负转正，8 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长

7.5%，新经济和新动能加快孕育成

长。据上海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蒋守雷透露，集成电

路产业已经连续两年保持了增长的

态势。

按照《上海市集成电路产业“十

三五”规划》，在中芯国际等龙头企

业重大项目引领下，到“十三五”末

期，上海将建成国内最为完备、技术

水平最为先进、最具竞争力的集成

电路产业体系。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在上海打拼的王艳回山西农村

老家时发现，老家几乎人人都拥有

智能手机，并可以熟练操作手机应

用，不过大多数人用的是聊天工具，

没有人使用与投资理财有关的软

件。市场上还没有直接面向农民的

场景化、易用、简便、安全的软件。

如今，这一问题被浦东企业——上

海普兰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解决”

了。

10 月 15 日，普兰金融服务正式

发布“艳阳天”软件，是中国移动互

联网金融界旨在解决农村金融“最

后一公里”问题的首次尝试，通过与

以农信社为主的农村金融机构对

接，打造一款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

“这个平台目前已经集存款、贷

款、理财、集市等银行基本业务为一

体，面向农民、根植于三农经济，实

现点对点的金融服务等，让农民理

财变得简单。”上海普兰金融服务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映辉表示。

9月 28日，财政部印发了《普惠

金融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县域

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农村

金融机构定向补贴、创业担保贴息

及 奖 补 、政 府 和 社 会 资 本 合 作

（PPP）项目以奖代补等四个使用方

向作出具体规定。这一文件明确

了国家对农村的扶持，意在促使金

融机构重点研究和争抢农村金融

这片蓝海。

以“艳阳天”具有的“集市”功能

为例，可将金融服务渗透到农业生

产和农业贸易当中去，既能够为农

民购买生产物资降低成本和风险，

又能够实现农产品的增值。此外，

该功能还能实现在精准投放同时降

低不良率等，还可向农民提供诊疗

预约、票务、政策、技术、法务、动植

物疫诊咨询等便民服务。

“比如农户可以将当季农产品

放到‘艳阳天’平台上买卖，随后收

到的货款还可以选择适合的增值服

务，让农户可以在一个平台上找到

所需的服务。”普兰金融服务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普兰选

择了和信用社合作。普兰方面表

示，受农村金融存在着市场化程

度较低、信用环境不佳等一系列

问题影响，商业银行普遍将发展

方向放在了重点工业企业上，而

长期忽视农村金融业务，致使农

村信用社长期没有受到社会和市

场关注，其长期的贡献也被一定

程度地忽视。

据不完全统计，农村信用社已

渗透到全国 2000 多个县、4000 多个

乡镇、7 亿多农民。央行数据显示，

目前农村信用社涉农贷款余额占金

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比重的 80%，

“因此其具有直接对接农村金融市

场的条件和经验。”普兰方面表示。

业界认为，“艳阳天”平台上产

生的上万数据，或能助力中小银行

成为该区域的金融数据商，同时运

用大数据，实现人力资源成本及业

务运营成本的大幅降低，快速抢占

农村联网金融市场。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记者日前从上海市经信委了解

到，今年 9 月份，本市推广新能源汽

车 4656 辆，同比增长 89.6%，继续保

持快速增长势头。值得一提的是，上

海市场对纯电动汽车的接受度有所

提高。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9 月，上

海市推广新能源汽车数量达到了

28078辆。从推广领域看，私人用户

15658 辆，占比达到 55.7%。从技术

路线角度看，插电式混合动力 22801
辆，占比81.2%，纯电动汽车5277辆，

其中纯电动乘用车 4521 辆，同比增

长 11.3%。经信委方面表示，这意味

着用户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的接受程

度也越来越高。

此外，本市自今年起首次将诚信

体系作为购买新能源汽车的前置条

件，重点关注企业用户是否存在司法

判决、司法执行、税费欠缴、欠缴社保

等失信信息，个人用户是否存在司法

判决、司法执行、酒驾、交通肇事逃逸

等失信信息。

市征信办的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 9 月 30 日，本市已进行信用

核查的新能源车消费者有 30891 人

次，其中查出有失信信息的消费者

达 205人次，继续发挥了公共信用信

息对本市新能源汽车推广领域的促

进作用。

普兰用互联网打通农村金融“最后一公里”
发布“艳阳天”软件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近日，全球连接和传感领域领先企业TE Connectivity在
中国推出了新一代高压接触器产品，该产品专为混合动力、

纯电动和燃料电池车辆应用而设计的，同时，它也能够适应

各种车辆充电系统。

据介绍，与传统汽车的油箱一样，混合动力和纯电动车

辆的储能系统必须进行热过载保护。为了在车辆熄火后或

出现故障时及时阻断电流，通常会在动力电池和电气回路的

连接部分使用高压保险丝和高压接触器的组合。

TE Connectivity此次推出的EVC 250即是一款专为这

种应用要求而开发的安全器件，与保险丝一起承担蓄电池

热过载的任务，并在正常工作条件下确保每个驾驶循环后

驱动系统的分离。该产品采用非加压接触器设计，其创新

设计能进一步帮助提升混合动力和纯电动车辆的安全性和

稳定性，即使是在海拔 5000米的低气压条件下也能完全切

断电流。

据悉，针对新能源商用车市场及未来更高电压功率等级

的新能源乘用车市场，TE正在开发能够承受更高电压的高压

接触器产品，预计将于2017年面世。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由上海市浦东新区光电子行业协会、中华光电学会、中

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三方发起的“国际硅基光

电子学研讨会”将于本月28日在张江举行。

记者了解到，该研讨会邀请国内外硅光子学术和行业领

军人士，企业与研究和学术团体，探讨交流科技创新，并搭建

国际化交流平台，以加快发展上海硅基光集成科技与产业。

目前，浦东已构筑起比较完整的光电子产业链，全面覆盖

光通信、新型显示、光器件及材料等领域，并吸引了一批龙头

企业，包括天马微电子、蓝光科技、中微半导体等龙头企业等。

业界认为，国家对船舶、海洋工程、可再生能源、核电站、

数据中心等领域的政策支持日益加大，而这些市场的快速发

展，也对电源的容量、稳定性提出更高的要求，预计将带动光

电子等领域的高速成长。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日前，浦东新区第八届学术年会张江分会场在浦东软件园

内举行，年会关注的主题为资本助力张江科学城的建设与发展。

2016年被普遍认为是资本寒冬期，不过，张江高新技术

创业服务中心主任杨伟民表示，目前资本市场趋冷是相比去

年和前年火热的资本市场而言的，在创业投资领域，资本并

不是“寒冬”，而是市场更加趋于理性。

与会嘉宾表示，依托“三区联动”战略，借助政策优势，资

本将在张江科学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进一步成为张江创

新创业的催化剂。其中，具有投资功能的孵化器在浦东的作

用正越发突出。

浦东软件园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胡萍在会上

介绍了目前浦软孵化器的进程。记者了解到，在浦软首批设

立的基金中，就已经累计投资了11家企业，随后，陆续建立新

基金，并成功孵化了一批知名企业，包括天天果园、喜马拉雅

等。不少企业已经成为了垂直领域的领军者。

胡萍认为，孵化器的要素组成与学校类似，需要生源和

“教学配套”。在项目的选择上，更加注重团队的背景，包括

能力互补、磨合程度、创业人格局等。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美敦力近日宣布，美国食品药监局批准 StealthStation颅

脑导航软件辅助脑深部电刺激疗法（以下称DBS）中的电极

植入。该软件被集成整合于美敦力新型O-arm影像系统中，

为临床医师在DBS手术中的计划和电极植入提供了完整的

操作方案。

DBS是将一个小巧轻便、如同心脏起搏器一样的设备，即

神经刺激器，埋植入于胸部皮下，并向大脑中控制运动的区域

发送电信号。与此同时，电极被植入脑部并与神经刺激器相

连接，从而使信号能够到达靶区。StealthStation应用软件集成

了术前计划、术中实时影像等前沿科技手段，从而能在脑部手

术中引导外科医生的操作。这种新的应用旨在优化手术操作

流程并使DBS疗法中的电极植入具有更高的准确性。

上海纯电动汽车接受度提高

TE Connectivity推出
新能源汽车用高压接触器

FDA批准美敦力颅脑
导航软件辅助脑部治疗

浦东新区第八届学术年会
张江分会场举行

国际硅基光电子学研讨会
将在张江举行

中芯国际12吋集成电路生产线项目奠基现场。 □本报记者 杨珍莹/摄

本市9月份推广新能源汽车4656辆，同比增长89.6%。 □东方IC/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