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南沙芯粤能碳化硅芯片制造项目主体工程封顶

成为国内首个实现宽禁带半导体
全产业链布局地区

湾 区 探 索 粤 澳 强 音 责任编辑：梁翠华 美编：张一凡 校对：韦驰 组版：池东
B02 创新 2022年5月20日 星期五

本版文字整理 韩科

请作者联系我们以便支付稿酬

邮箱：hqrmzb@163.com

芯粤能碳化硅芯片制造项目封顶。（图片来源：南方+ 梁文祥 摄）

深圳与阿联酋再次心手相牵，搭建起经贸友好往
来的新“丝绸之路”。近日，深圳市贸促委驻阿联酋经
贸联络处在深圳、迪拜两地以线上连线方式揭牌，阿
联酋华人联合会、迪拜工商会、杰贝阿里自由区管理
局、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传音控股、华大基因等企业
机构嘉宾及深圳市贸促委相关负责人出席。

阿联酋是多元文化和谐共存、交流互鉴的世界级
大都会，是“一带一路”沿线最活跃的经济目的地之
一，也是深圳产品和品牌“走出去”的重要站点。深圳
市贸促委驻阿联酋经贸联络处的成立，将推动双方经
贸合作与交流深入，进一步提升深圳国际影响力。联
络处将加强与驻地政府部门、企业和国内在阿联酋相
关机构的沟通联系，建立完善信息互通机制，为深圳
政府、企业提供信息和政策咨询服务，并协调双方政
企互通合作，在助力深圳企业快速融入阿联酋和中东
市场的同时，积极引进阿联酋优秀企业等资源入驻深
圳，实现互利共赢。

深圳市贸促委相关负责人在揭牌仪式上表示，希
望驻阿联酋经贸联络处密切与阿联酋各界特别是工
商界联系，推广深圳品牌，推动两地先进技术和创新
成果合作，引领海内外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粤
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为
深圳、阿联酋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作出新贡献。

揭牌仪式上，由深圳市贸促委主办的驻深国际贸
易机构代表座谈会同场举行，吸引了澳大利亚贸易投
资委员会、布鲁塞尔外国投资与贸易促进局、德国巴
伐利亚州中国代表处等15家驻深国际贸易机构代表
参会。会上，大家就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取得的发展成
就和深圳与世界众多国家、地区间经贸合作领域的成
功经验进行分享，并就创新合作平台、共促开放发展
等深入探讨。

下一步，深圳市贸促委将继续积极引进国际经贸
组织、扩展国际经贸服务网络、深化区域经贸合作，充
分发挥国际贸易投资促进平台桥梁纽带作用，更好地
服务深圳外贸高质量发展。

（据深圳特区报，文/张程）

深圳市贸促委
驻阿联酋经贸联络处成立
推动双方经贸合作与交流

近日，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发布《深圳前海深港现
代服务业合作区专业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前海专业服务业发展专项
资金也正式启动受理。

《办法》明确，对影视、演艺、数字文化、创意设计
等产业给予大力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在前海将有更多

“用武之地”，特别是有深港合作元素的文化产品将得
到重点支持。影视作品及后期制作方面，由前海企业
作为制作方的香港与内地合拍电视剧、合拍电影首
播、上映的，最高可给予300万元支持；合拍电影立项
可给予20万元支持。

而影视后期制作机构参与制作的影视作品获得
重大奖项的，可给予最高30万元支持；为影视制片公
司或后期制作公司提供影视后期制作技术支持的，可
根据服务合同支付金额最高给予50万元支持。

据了解，《办法》包括13条具体支持措施，重点支
持的行业范围包括会计、评估、咨询、工程服务、文化
创意、会展、人力资源、知识产权服务等8类。主营业
务为前述8类专业服务业，且最近一年主营业务收入
占收入总额60%以上的机构均可申请。

（据广州日报，文/王纳）

深圳前海出台新规

与香港合拍电影
最高可获300万元支持

香港特区政府将于5月20日刊宪订明，从港珠澳
大桥经海天中转大楼抵达香港国际机场转机的过境
乘客可豁免缴交飞机乘客离境税。特区政府发言人
表示，该安排可鼓励更多内地和澳门旅客选择在香港
国际机场转机，有助提升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和国
际航空枢纽的地位。

据介绍，这一安排预计将配合香港国际机场的海
天中转大楼在2023年启用。届时，来自粤港澳大湾
区的陆空转乘乘客可乘搭获香港机场管理局批准的
陆路交通工具，经港珠澳大桥到海天中转大楼进入机
场转乘飞机离境，与目前海天客运码头海空转乘乘客
的安排大致相同。

根据香港特区现行《飞机乘客离境税条例》，直接
过境乘客、转机过境乘客及海天客运码头海空转乘乘
客，均可获豁免缴交飞机乘客离境税。

（据南方+，文/翁安琪）

经港珠澳大桥抵港转机
可免离境税
海天中转大楼计划于明年启用

日前，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与成都市温江区人
民政府举行“云签约”仪式，双方签署《广州市南沙区
人民政府 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战略合作协议》。

据悉，此次南沙、温江两地协同创新合作，将抢抓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
机遇，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
格局，立足地域以利益共享实现相互成就，跨越区域
以优势互补促进合作共赢，以协同发展理念助力两地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据广州日报，文/耿旭静）

广州南沙与成都温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两地以优势互补促进合作共赢

日前，重庆有线数据中心综合业务枢纽
基地在两江水土国际数据港顺利封顶，进入
联调阶段。

该项目定位具备智慧广电西南数据中
心、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西部枢纽基
地、大数据开发与应用中心、智慧互联研发
中心及业务展示中心、产业链创新孵化中
心、“巴渝文化云”创意文化中心等6大功
能。按照规划，项目将于今年7月投入实际
运营。建成后，将集通用计算、异构计算、智
能计算于一体，形成低延时、高可靠、大容量
的网络通道。

中国广电重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规
划建设部主管左政表示，将加快枢纽基
地建设，让大数据中心能够早日投入使
用，更好承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东
部地区大数据算力需求，助力全国一体
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重庆）建
设。

据了解，“东数西算”工程确定成渝地区
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八大枢纽节点
之一，并规划设立重庆数据中心集群。两江
新区水土新城则是重庆数据中心集群三大
起步区之一。

◆服务器支撑能力
占全市总量逾八成

同样位于水土新城的重庆腾讯西部云
计算数据中心二期主体大楼已经完工，机架
等设备安装已经完成，未来一段时间将进行
设备调试、设备验证等工序。

腾讯西部云计算数据中心是腾讯在
国内的第二个大型自建数据中心，该数
据中心整体建成后，将具备 20万台服务
器的运算存储能力，成为中国西部最大
的单体数据中心，给重庆乃至西南的数

字化、智能化发展，提供重要支持和保
障。

目前，水土新城已汇聚腾讯、浪潮、中国
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十大数据中心，
具备8万个机架、39万台服务器支撑能力，
占全市总量8成以上，是西部地区集中度最
高、规模最大的云计算基地，并且已经建立
腾讯云、华为云、阿里云等大型云平台20余
个，支撑政务、金融、工业、电子商务等多个
领域发展，服务客户超1000个。

◆实施数字经济建设工程
完善大数据产业布局

近年来，两江新区加快推动以大数据
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
计划，大力实施数字经济建设工程，大数
据产业是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的重要抓
手。

数据显示，2021年，两江新区直管区数
字经济增加值726亿元、增长39%。在数字
经济“12+1”产业门类中，大数据产业业务
收入增长49%，发展态势强劲。

当前，两江新区正进一步加快建设两
江云计算数据中心，搭建重庆数字化转
型促进平台，推进中新互联互通国际超
算中心和国家大数据中心西南中心项目
建设。

两江新区经济运行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两江新区将依托两江水土国际数据港，加快
完善大数据产业布局，全力新投产、续建一
批、开工一批数据中心项目，并加大力度开
展已投用数据中心的机房装修、机柜安装和
租赁工作，助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
纽节点建设。

（据上游新闻，文/陈昕）

重庆两江新区加快建设数据中心
承接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算力需求

近日，国内唯一一家专
注于车规级、具备规模化产
业聚集及全产业链配套能
力的芯粤能碳化硅芯片制
造项目，主体工程在广州南
沙区迎来封顶。广州南沙
正成为国内首个实现宽禁
带半导体全产业链布局的
地区。同时，广州南沙新区
举行了第二季度重大项目
集中签约暨芯粤能碳化硅
芯片制造项目主体工程封
顶活动。

“芯芯”向荣的南沙，助
力广东打造“中国集成电路
产业第三极”，加快打造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新高地。

广东芯粤能半导体有限公司是国内最
大的面向车规级和工控领域碳化硅芯片制
造和研发企业，公司投资建设的面向车规级
和工控领域碳化硅芯片制造项目（简称“芯
粤能碳化硅芯片制造项目”）是目前国内唯
一一家专注于车规级、具备规模化产业聚集
及全产业链配套能力的碳化硅芯片制造项
目。

广东芯粤能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长肖
国伟介绍，芯粤能碳化硅芯片制造项目总投
资75亿元人民币，占地150亩。一期投资
35亿元，建成年产24万片6英寸碳化硅晶
圆的生产线；二期建设年产24万片8英寸碳
化硅晶圆芯片的生产线。

项 目 产 品 包 括 碳 化 硅 SBD/JBS、
MOSFET、IGBT等功率器件，主要应用于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工业电源、智能电网以
及光伏发电等领域，达产年产值将达100亿
元。

“芯粤能碳化硅芯片制造项目顺利封
顶，将有效填补省内车规级碳化硅芯片规模

化生产的空白。”肖国伟介绍。
项目公司广东芯粤能半导体有限公司

是吉利汽车集团旗下控股子公司威睿电动
汽车技术（宁波）有限公司、广东芯聚能半导
体有限公司、广州芯合科技合伙企业共同成
立的合资公司。芯粤能技术团队有着丰富
的半导体集成电路技术研发能力，营运团队
成员也具有碳化硅生产线建设经验，掌握碳
化硅工艺的Know-how和工艺开发能力。

“我们希望依托南沙区位于大湾区地
理几何中心的独特区位优势，国家新区、自
贸试验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等重大
政策优势，和以千亿级汽车产业集群为引
领的现代产业体系优势，联合产业链合作
伙伴和投资机构，面向新能源汽车、智能电
网、工业电源、光伏发电等广阔的市场需
求，以宽禁带半导体芯片制造为核心，在南
沙区建设宽禁带半导体设计、制造和封测
基地，形成全产业链集群发展，构建粤港澳
大湾区宽禁带半导体产业链协作生态圈。”
肖国伟说。

填补省内车规级碳化硅芯片规模化生产空白

重庆两江新区。 新华社发

此次芯粤能碳化硅芯片制造项目所
在地，正是南沙规划建设的集成电路产业
园。园区选址于万顷沙保税港区加工制
造业区块西南部，占地约1.97平方公里。

目前，园区内已建成南砂晶圆碳化硅
单晶材料与晶片生产项目（材料）、芯聚能
新能源汽车第三代半导体研发和生产基
地（设计、封测和分立器件）、联晶智能
LED车灯模组研发和生产基地（应用）。

芯粤能碳化硅芯片制造项目的落户，
填补了宽禁带半导体全产业链中的“制
造”环节，园区内初步形成了覆盖宽禁带
半导体设计、制造、封测、材料全产业链的
完整生态，推动南沙新区成为国内首个实
现宽禁带半导体全产业链布局的地区。

活动当天，现场还安排一系列与半导
体集成电路产业相关的重大项目集中签
约，包括巨湾技研储能器件与系统生产基
地（世界500强广汽集团在储能新材料领
域研发的重要成果转化项目）、安捷利封
装载板和类载板项目（国内首个实现半导

体柔性封装载板规模化量产的项目）等9
个重大项目，涉及总投资300亿元，达产年
产值630亿元，为南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的强劲动力。

半导体产业“芯芯”向荣，夯实实体经
济发展根基。今年一季度，南沙规模以上
工业产值增长14.2%、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5%，增速均居全市第一，新引进6个世界
500强企业投资项目，经济保持稳中有进、
稳中提质良好态势。

“南沙坚持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
链融合互促，以半导体产业创新集聚发
展，引领带动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高质量发展。”南沙区区长董可表示，将
建设特色鲜明、实力强劲的半导体和集成
电路产业创新集聚区，更好服务广东打造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第三极”，为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贡献南沙力量，推动南沙加快
建设“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面
向未来的国际合作战略平台”。

（据南方+，文/柳时强）

助力广东打造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第三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