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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ANG 临港新片区

最近，滴水湖畔星星点点的粉色花团吸引不少游人驻足观赏拍照。原来，是植物界“网红”粉黛乱子草迎来了花期，接下来的十
天，这些星点将逐渐染成粉色的花海，为滴水湖畔增加几分浪漫。

这些粉黛乱子草主要分布在滴水湖环湖景观带C区和F区的蓝色塑胶步道两侧，游客漫步或骑行于步道，仿佛置身于一片粉色
的海洋。

粉色的草籽是粉黛乱子草形成粉色花海的原因。9月中旬，粉黛乱子草陆续开花，圆锥花序庞大、繁密，呈云雾状顶生于叶丛之
上，初绽时粉色，逐渐变为粉红色，大概持续半个月的时间，之后逐渐转为淡米色。

□本报记者 陈烁 通讯员 张颖 文 吴怡宁 摄

■本报记者 陈烁

在“天空之镜”闯海拾贝，在“阿新海鲜

坊”大快朵颐，在海昌海洋公园与海洋动物

亲密接触，在航海博物馆听一听百年航海故

事，在滴水湖上体验一下水上运动，在海洋

高新技术产业园感受昔日的盐碱地如何变

身“海洋硅谷”……

临港新片区依海而生，江河湖海在此汇

聚，围绕一个“海”字，有太多的想象空间。

现代化海滨城市

临港新片区的城市定位，是现代化海滨

城市，新片区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市民来到海

边，亲近海洋。

这个夏天，数不清的上海市民来到有着

“天空之镜”之称的东海大桥下的海滩，挽起

裤脚，释放快乐。上海虽然是临海城市，却

难以找到几处亲近大海的地方。虽然没有

细白沙滩，也没有湛蓝海水，但这片海滩，能

够让大家踩一踩泥、挖一挖螃蟹、趟一趟海

水，成了上海市民的喜爱之地。

距海边不远处，是与大海相连的滴水

湖。就在前天，上海市第三届市民运动会第

五届上海“临港·南汇新城杯”帆船比赛在滴

水湖火热开赛，27支队伍由普通市民组成的

队伍，在湖面上扬帆竞逐，感受水上运动的

快乐。

承办单位之一的海尚帆友俱乐部负责

人杜盈莹说，滴水湖的水上运动条件很好，

曾经举办过国际大赛，证明了滴水湖具有

举办国际性帆船赛事的基础和条件。希望

通过更多的赛事和各种各样的活动，让更

多的人到滴水湖来感受水上运动，推动全

民健身。

开心地在海边、湖边玩过，游客还可以

前往芦潮港的海鲜一条街大快朵颐，去购

物中心购物，还可以再继续去南汇嘴观海

公园、航海博物馆、海昌海洋公园，以及将

来的天文馆、冰雪之星等畅玩。而已在设

想中的湿地公园，也将进一步拉近市民与

海的距离。

“海洋硅谷”崛起

城市逐渐丰富的同时，海洋产业也在快

速发展。

早在2007年就已经成立的上海临港海

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自成立之初

便承担着发展海洋经济的使命，围绕着国家

海洋科技产业发展战略和上海市海洋经济

发展规划，重点培育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

2016年，“港城·海立方科技园”开园，引

入了同济大学海洋地质观测基地暨国家重

点实验室项目，园区被国家海洋局授予全国

首家“国家科技兴海产业示范基地”。

近几年，海洋高新园区作为“国家海洋

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上海的承载区，以

海底观测、海洋装备、海洋资源、海洋生物、

智能制造为主要产业方向，呈现了海洋高端

产业加快集聚、功能平台加快建设、示范效

应初步显现的良好发展局面。

比如，在海底观测领域，形成了以亨通

海底观测网项目为核心，彩虹鱼海洋、遨拓

深水装备等深海装备为重点的关键技术攻

关及应用验证；在海洋装备领域，形成了以

海工装备、辅助船舶、特种船舶及核心配套

为特色的产业集聚，包括宏华海洋装备、宏

皓海洋、西伯瀚海洋装备、雄程海洋工程、

崇和船舶重工等高端装备研发和成果转

化。

唱响“蓝色未来”

根据新片区总体方案，未来，临港海洋

高新园区将打造成国内“海洋高新科技集聚

区、海洋科技创新示范区、海洋科技成果转

化区”，最终建设成特色鲜明、布局合理、环

境优美、可持续发展、具有国际影响力和核

心竞争力的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化园区。

在去年举行的“长三角海洋经济示范城

市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崇明长兴、

浦东、盐城、南通、舟山、宁波等地海洋经济

主管部门签署了《长三角海洋经济示范城市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合作备忘录》。备忘录明

确，上海海洋经济创新发展要把握长三角一

体化机遇，全面对接临港新片区建设，支持

促进海洋智能制造、海洋生物产业、海洋现

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孵化集聚和培育壮大。

■本报记者 陈烁

台湾清华大学高材生，毕业 4年后即

来到大陆，并扎根在此，潜心研究半导体相

关的工艺，这是林志鑫的选择。

专注、创新、不私藏，这是林志鑫的理

念，也是他的实践。他所理解的工匠精神，

是一种职业精神，是职业道德、职业能力、

职业品质的体现。

帮助解决行业卡脖子问题

2003年来到大陆后，林志鑫加入了中

芯国际，研究集成电路的薄膜工艺。之后

到晶盟硅材料工作，从事半导体工艺技术

工作。从集成电路到硅片，林志鑫从半导

体行业的下游转到了上游。他形象地解释

两者之间的关系：“硅片像建筑业里面的地

皮，之后开发商盖房子，就相当于在硅片上

做集成电路。”

外延工艺对于硅片生产来说意义深

远。“这种工艺是在硅片上加了一层薄膜，

但就是这么小小的一层薄膜，可以带来天

翻地覆的变化。”林志鑫说，电子器件是靠

电子传递讯号，外延工艺则可以让电子在

硅片上跑得更远，从而让集成电路的参数

提高100倍。

加入上海新昇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后，他任外延工艺处长。在这里，林志鑫更

加持续深入地研究外延工艺，并陆续完成

了 40纳米至 28纳米硅外延材料的开发和

量产，成功填补了国内高端硅基外延材料

的空白，解决了国外对中国的卡脖子问

题。另外，对于 14纳米以上的工艺突破，

使得 14纳米以上的集成电路原材料完全

实现了国产替代，中国的半导体行业从而

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是一个里程

碑式的突破。

6年完成30项专利申请

工作之余，他热爱发明研究，注重专利

创新。

2010年至2013年间，他申请了质量方

面的专利，也有技术突破方面的专利，以及

梯度外延专利等。而他申请专利的大爆发

期，当属2014年加入新昇半导体后。

2014年至今，在新昇半导体从业的 6
年内，林志鑫完成了 30项专利的申请，其

中 28个为创新型专利，2个为实用新型专

利，已完成13个专利的授权和一个专利的

审核。其中有20个是涉及到外延工艺的。

其中，硅单晶棒回收装置、硅单晶棒回

收方法，以及液氮供应装置，有效降低了产

品成本，在与国外先进12英寸硅材料企业

竞争的过程中，提升了国内企业的竞争力。

原来，生产硅片产生的废料，是用破碎

机高压压成碎屑，然后回收。在此过程中

容易产生金属污染，导致金属杂质进入多

晶硅中。

在和同事们的“头脑风暴”中，林志鑫

想到，半导体工厂本身会用到大量氮气。

“液态氮温度极低，是不是可以利用热胀冷

缩原理，把多晶硅放进液态氮后再拿出来，

它就会自行爆裂，达到粉碎效果？”经过试

验，他的这一想法被成功验证。

此外，林志鑫研究的基板抓取装置及

其抓取方法专利，则为硅片外延加工时，在

高温环境下取片，容易导致几何参数的异

常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新的装置和方法

使外延薄膜的边缘平坦度更好，从而更好

地满足后续工艺的要求。

传承带教“精兵强将”团队

虽然专利申请成绩颇丰，但林志鑫认

为，创新的意义不止于申请了多少个专利，

因为专利是有保护年限的，而是应该不断

精益求精，力求保持持续的技术改进。

这也是林志鑫所理解的工匠精神的一

部分。在他看来，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精

神，是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业品质的体

现，是从业者的一种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

表现。

“工匠精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经

验的传承，把技术和经验无条件地传给更

多人，而不是藏私。”林志鑫说。在加入新

昇半导体这 6年里，他为公司培养出了一

支技术过硬、对公司忠诚度又高的外延工

艺技术团队。

这支梯队虽然只有十几人，但是他们

通过岗位OJT训练法（边工作边学习）和

师傅带教的培训模式，个个都是“训练有

素”的精兵强将。林志鑫毫无保留地将经

验传授予他们，也是秉持了工匠们对技术

的传承精神。

解决了 14纳米以上芯片的卡脖子技

术后，如今，在林志鑫和同事的共同努力

下，新昇半导体公司已研发并生产出28纳

米至14纳米的硅片样品，正在客户的验证

阶段。林志鑫说，后续会继续专注于技术

的突破，为解决国家14纳米硅外延材料的

开发和量产做出贡献。

■本报记者 陈烁

工业互联网平台、晶元片最新产品、

微型燃气轮机……在刚落幕的第22届中

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临港新片区十余

家行业尖端企业亮相，展示新片区前沿

产业的成果和风采。

上海电气是中国工业领导品牌，作

为一家大型综合性高端装备制造企业，

上海电气主导产业聚焦能源装备、工业

装备、集成服务三大领域。在此次工博

会上，上海电气展出了一系列固体废弃

物处理、水处理、新能源综合利用设备。

上海电气还展出了“星云智汇”工业互联

网平台，利用 5G专网，完成了铁芯压装

仓储物流制造之间的协同，在仓储的高

精度定位、能耗管理，生产中的AR辅助

和AGV远程控制等潜在场景中发挥了

5G赋能工业的强大力量。

临港新片区集成电路头部企业镓特

半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则带来了

氮化镓（第三代半导体）晶圆片最新产

品。

据悉，此技术已达全国领先水平，填

补了国内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的空白，为

高质量的电力电子器件、微波器件及功

率器件的研发奠定了材料基础。

专注于微、小型燃气轮机的研发与

产业化的新奥能源动力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将最新研制的 E160F微型燃气轮

机带到了工博会能源技术与设备展，向

全球展示了一流的燃机研发成果和智能

制造技术。

除此之外，上汽集团、上海东古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海事大学、上海海洋

大学、上海智能制造功能平台有限公司

等来自临港新片区各行业的头部企业，

带来了新能源汽车相关产品、空地无人

化装备（无人机等）及系统、高校科技创

新、智能电阻电焊质量大数据综合管控

软硬件平台等行业尖端产品和服务，在

工博会上引发“临港热度”。

新片区十余家企业亮相工博会

昔日盐碱地变身海滨城市

面朝大海 新片区“蓝色未来”可期

滴水湖畔邂逅粉色花海

攻克半导体行业卡脖子技术难题
——记上海新昇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林志鑫

▶▶林志鑫，1975 年出生于中国
台湾台北县，1999 年毕业于台湾
清华大学核子工程专业，并获得硕
士学位。研究生毕业后曾从业于
台湾南亚科技、台湾应用材料，
2003 年来到大陆后，先后加入中
芯国际及晶盟硅材料从事半导体
工艺技术工作，现任上海新昇半导
体科技有限公司外延工艺处长。

本报讯（记者 陈烁）昨日，临港新片

区工会联盟正式成立，成员单位包括区域

内五镇总工会、开发主体、驻区单位、重点

企业、院校等各类工会组织，共同搭建区

域内联系广大职工的协调、沟通、活动和

服务大平台。

根据新片区工会联盟的工作方案，在

不改变各工会组织原隶属关系的前提下，

建立临港新片区工会联盟，同时根据各单

位特点，分别组建5个工会分联盟。分联

盟召集单位采用轮值方式（一年），由分联

盟成员轮流召集组织开展活动。

南汇新城镇人大副主席、镇总工会主

席朱蓉介绍，工会联盟成立后，将实行“组

织联推、信息联通、阵地联建、项目联办、

维权联处”的一体化模式，并通过这些工

作内容，完成劳模工匠选树、劳动技能竞

赛、维权帮困、教育培训、文体娱乐等七大

类工作任务，提升基层工会活力，促进工

会工作提质增能，开创工会工作新局面。

联盟将推动具备条件的非公企业依

法依规同步建立工会组织，包括环卫、快

递等灵活就业群体也采用属地入会等方

式，扩大工会组织履盖面。

朱蓉介绍，在深入挖掘、组织发动联

盟成员单位输出服务资源后，联盟策划了

“10+X”的工作项目，由工会联盟层面推

出的面向区域职工的 10个重点项目，包

括工匠选树、临港大学堂、就业服务、健康

关爱服务、职工亲子研学、公益法律服务

等。同时发挥轮值单位积极性，由分联盟

轮值单位发动成员单位推出若干个服务

项目。

临港新片区工会联盟成立
搭建区域内联系职工的大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