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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焕松

2021 年，珠海市集成电路产值
125.83亿元，同比增长超35%，亿元收
入规模企业22家，在蓝牙TWS芯片、
打印耗材芯片、电源管理芯片、封装基
板等细分领域国内领先……近日，《珠
海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白皮书（2021
年度）》正式发布。（本报7月17日01
版）

《珠海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白皮
书（2021年度）》全面介绍了去年我市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总体情况，为我市
做大做强芯片高端产业，打造粤港澳
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和全省新的

重要增长极指明了方向。
增强使命感，培育经济发展新引

擎。众所周知，集成电路产业是推进
数字经济和支撑新基建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重点扶持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抓好集成电路产业
发展，不仅有利于区域经济可持续性
发展，对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也具有重要意义。有关部门要充分
认识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重要性、必
要性和紧迫性，把加快发展集成电路
产业作为珠海提升工业经济能级量
级的重大举措，集中力量和资源，推
动相关要素向集成电路产业快速集
聚，培育湾区芯片产业新高地，为广
东打造我国集成电路“第三极”提供
坚实支撑。

引领新赛道，打造千亿级产业集
群。从出台《珠海市大力支持集成电
路产业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到

推出成立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设立专
项扶持资金和产业基金等有力措施，
充分体现了珠海对发展集成电路产
业的高度重视，也彰显了我市打造千
亿元规模产业集群的决心和信心。
我市提出，到2025年集成电路产业集
群规模超1000亿元。这样的目标，可
以说既有挑战，也是机遇。近年来，
我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跑出“加速
度”，产业规模和增长速度位居粤港
澳大湾区第二位，在多个设计和制造
细分领域具备全国领军优势，客观上
已经具备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的基
础条件。

提升竞争力，推进精准化强裢补
裢。虽然我市在推动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正如业内人
士所言，珠海集成电路产业“在设计方
面比较强，但是制造、封测方面仍然比
较欠缺”。对此，在巩固产业设计优势

的同时，要以更精准的政策引导、更周
到的政务服务和更有力的要素保障，
进一步“强弱项、补短板、促提升”，推
动珠海集成电路产业全面升级。一方
面，不断完善制造、封装测试环节，大
力引进相关龙头企业，特别是对接承
接深圳产业资源溢出，强化本地产业
配套能力，实现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另
一方面，通过建设产业技术公共服
务平台、产业“双创”平台基地、专业人
才培养体系等措施，持续优化产业发
展生态环境，提升产业深度技术支撑
能力。

珠江风势劲，南海潮更涌。让我
们紧抓“四区叠加”重大历史机遇，顺
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
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加快发展集成
电路产业，就一定能把珠海打造成为
湾区芯片产业发展新高地，实现既定
工作目标。

□苑广阔

7 月 16 日，珠海市斗门区启动新
一轮大规模核酸采样工作。当日上
午，由珠海金胜制衣有限公司捐赠的
2000多件“降温马甲”，迅速投入到全
区五镇一街的114处核酸采样点，为高
温下坚守在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送去
清凉。（《珠江晚报》7月17日02版）

今年入夏以来，全国很多地方气
温持续走高，给户外劳动者带来了极

大的挑战，甚至威胁到了他们的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媒体报道，国
内已经发生多起人员中暑事件，有些
更是因为罹患具有极高致死率的热
射病而被夺去了生命。

在这种情况下，由珠海这家制
衣公司研发的“降温马甲”，对于一
线劳动者的防暑降温，起到了很好
的作用，更是被很多人视为“避暑神
器”。这款“降温马甲”的主要工作
原理，就是在套在衣服外面的马甲
上，缝制了四个口袋，每个口袋装有
一个专用冰袋，冰袋贴在身上可以
降低温度，从而对人体起到防暑降
温的作用。

有了这款“降温马甲”，不但可以
有效防止在高温下工作的劳动者中

暑以及罹患凶险的热射病，保障他们
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也可以
提升一线劳动者的工作效率。新闻
中这款“降温马甲”是由珠海这家制
衣公司捐赠给当地的一线抗疫人员
的，具体价格未知，但是通过网络检
索不难发现，同一类型的，也是采用
同一工作原理的“降温马甲”，价格普
遍在三四十元，所以并非是不可承受
的价格。

在高温酷暑天气，一线疫情防
控人员、外卖小哥、快递小哥，以及
电力部门、水力部门的一线抢修人
员等，客观因素导致他们不得不进
行户外劳动，那么防暑降温就成了
一种刚需。这款既能够起到防暑降
温，同时还能提升工作效率的“降温

马甲”，就成了这些劳动者务实的选
择之一。当然不是让这些劳动者自
己去购买“降温马甲”，而是需要相关
的用人单位，把“降温马甲”纳入单位
防暑降温物资的采购名单，作为防暑
降温举措，发放给有需要的一线劳动
者使用。

与此同时，为了降低用人单位采
购和使用“降温马甲”的成本，相关的
研发和生产企业，也要加大研发力度，
进一步降低“降温马甲”的制造和生产
成本。比如能否让使用“降温马甲”的
消费者，可以自行把冰块放进马甲的
口袋，从而达到循环使用的目的，毕竟
现在冰箱已经普及，一线劳动者在领
到马甲以后，完全可以自制冰块，然后
放进马甲来降温。

期待更多一线劳动者穿上“降温马甲”

（上接01版）党群服务中心，一群银
发耄耋老人载歌载舞，朝气蓬勃。他们
自豪地向总书记道出了各自的年龄：

“74”，“73”，“80”。
总书记祝福他们：“幸福生活日久

天长！”
隔壁房间，一群垂髫少儿正背诵古

诗词。看到习爷爷，孩子们声情并茂地
将看家本领都拿了出来。《悯农》《三字
经》《二十四节气歌》，最后还要唱一首
《我爱北京天安门》。

总书记微笑倾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抓早抓小、久久为功、潜移默
化、耳濡目染，有利于夯实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根基。”

维吾尔族居民阿布来提·吐尔逊一
家老少，热情将总书记迎进家门。客厅
里唠家常，问医疗、谈教育，说收入、话
变迁。头疼脑热就在家门口的社区医
院，老人社保也解决了大问题，孩子上
学个个有奔头。

“这一个楼里头各民族的都有吧？”
“都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

族、回族、塔塔尔族……都是熟人，一起
唠唠嗑、走走路、唱唱歌，还跳广场舞，
都好得很。”

街坊邻居有9个民族。总书记笑着
说，能感受到社区里各民族其乐融融。

小区街巷，社区居民们簇拥着总书
记，依依不舍。

“我们都是脚踏实地，实现一个又
一个目标，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积小
胜为大胜。我们有定力、有韧性。56个
民族拧成一股绳，同心协力，踔厉奋发，
这样努力下去一定会更好。”

14日下午，在吐鲁番调研期间，总
书记到了高昌区亚尔镇新城片区新城
西门村，看了农产品加工企业。

乡村振兴如火如荼，产业振兴是其
中的关键一环。对于祖祖辈辈靠种植
葡萄为生的村民们来说，企业入驻村
子，不仅解决了家门口就业，也破解了
销路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厂房。筛选区，
村民们灵巧地将葡萄干筛出优劣。葡
萄干装箱待发，即将运往大江南北。同
总书记交谈时，谈到未来的日子，她们

眼里充满希望。
“要面向未来谋发展，通过发展更

好增进团结、凝聚人心。”习近平总书记
谆谆嘱托。

村广场上，一场篮球赛正激烈进
行。总书记一来，村民们欢呼着涌过
来。

“乡村振兴是我们继脱贫之后又一
个农村奋斗目标，看到你们这个村的变
化，我为你们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中
国的农村这十年经历了一个很不平凡
的历程。我们接续奋斗，把中国绝对贫
困问题解决了，这在全世界是一件了不
起的事情。这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好，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好，证明了我们各民族
人民群众是好样的！”

习近平总书记娓娓道来：“56个民
族，一个也不能少。过去脱贫攻坚奔小
康是这样，我们奔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也是这样。在农村，在城市，在田间，
在工厂，在每一个岗位上，靠大家一起
努力，我们一定会如期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

枝杈上更加枝繁叶茂

12日下午，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一张巨大的地图前，
久久凝视。

地处亚欧大陆腹地，连接两个大市
场，铁路纵横、公路交错、航线密布。

曾几何时，新疆是“路到头、人到
头、水到头、电到头、田到头”的边境之
地，是“骆驼电报，驴马邮政”的荒芜之
所。

“钢铁驼队”中欧班列，沿着昔日张
骞凿空之路，过荒漠、闯戈壁，将西北边
陲变成开放前沿。

这里的人们，对总书记在哈萨克斯
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倡议的那场重要演讲，如数
家珍。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来新疆考
察，正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半年
之后。回首当时总书记的擘画，字里行
间高瞻远瞩：“如果丝绸之路经济带建
设起来，新疆将可能成为繁华的中心。
不要说别的，乌鲁木齐现在是方圆

1500公里最大的城市，到那时，将是一
个怎样的景象？”

近一个月后，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着力打造
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8年过去了，沧桑之变。今天，经新
疆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口岸过境的中欧
班列，占全国开行总量的一半以上。

大屏幕上，霍尔果斯口岸、阿拉山
口口岸的作业区实时画面同步传来。
宽准轨有序转换，或立足新疆走进来，
或借助新疆走出去，诠释着新疆在国际
贸易中的优势和机遇。听陆港区负责
同志介绍到产自新疆的番茄酱贸易，总
书记饶有兴致。

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复苏，大
厅里有不少前来办事的企业办事人员。

“业务忙吗？”
“线上的活多了，线下的少了。”
一名重庆人，因为有货物要从海南

运到中东，专门赶到这里洽谈路线。
习近平总书记听了前面的介绍颇

有感触：“确实得有个算法，看看怎么走
最合算。”

此次考察，站在第二个百年新征程
的起点上，总书记思虑长远：“从‘大写
意’到‘工笔画’，硕果累累。‘一桥飞架
南北，天堑变通途’。过去是内陆的一
个省份，现在有了‘一带一路’就不同
了。这里不再是边远地带，而是成为一
个核心地带，成为一个枢纽地带。你们
在做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文明在开放
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

三道岭，一碗泉，七角井，盐池，鄯
善，胜金口，吐鲁番，白杨沟，达坂城，柴
窝堡……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14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吐鲁番葡萄
沟。葡萄品种纷繁，琳琅满目。“多么富
饶的一个地方，瓜果飘香。这是大自然
的馈赠。”总书记风趣地说，“天上没有
掉馅饼的事，但有掉葡萄的事。”

像沙漠胡杨把根深深地扎下去

这里被誉为“共和国军垦第一
城”。当年就是在荒滩戈壁上，兵团人
喝盐碱水、睡地窝子，人拉肩扛、爬冰卧

雪。
13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八师石河子市。
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再现那段筚

路蓝缕的岁月。
满是补丁的军大衣、锈迹斑驳的坎

土曼，总书记在一个名为《一双眼》的雕
塑前驻足。劳动强度大、营养又跟不
上，不少人得了夜盲症。每个班就把蔬
菜省下来给一个人，能保证下工后搀扶
着找到回家的路。

博物馆一层大厅，兵团老中青三代
建设者代表，一个个精神抖擞地向总书
记汇报：

“我叫曹运铭，一扎根就是60年，
无怨无悔。”

“我叫孙本霞，是50年代响应伟大
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来到这里的，我不后
悔，一辈子就跟党走，党叫我干啥就干
啥。”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从哪边过
来的？”总书记亲切地询问。

这片光荣的土地凝结了多少情感、
多少心血汗水。从“挖井探水，无水不
建城”的勘探建城，到八一钢铁厂、六道
湾煤矿、苇湖梁发电厂、七一棉纺厂、十
月汽车修配厂、八一面粉厂、跃进钢铁
厂……每一天都在创造奇迹。

总书记饱含深情地对大家说：“你
们是从艰苦奋斗中走过来的，作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兵团人铸就的热爱祖
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
团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要用好这些宝贵财富。”

到石河子，要看田。
农一连棉花种植基地，习近平总书

记顶着烈日走进田间。棉花正处花铃
期，从犁地、播种，到灌溉、灭虫，到棉花
打顶、收获，全部是机械化、自动化操作。

不远处是九连蟠桃种植园，总书记
走进桃园深处。

“你家承包了多少亩地？”
“包了15亩地种桃，一年收入二十

来万。在镇上买了房，也买了车。”老两
口笑容憨厚。

“地都承包到职工了吧，确权到位
了吧？”总书记牵挂的是正在推进的兵

团改革。兵团负责同志介绍说，农牧一
线职工收入较改革前增长32.2%。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兵团改
革以后，承包确权发证，给兵团人吃定
心丸，让大家能够有长远打算，能够舍
下本来谋发展。”

前往一四三团花园镇的路上，总书
记透过车窗望向窗外。

湛蓝苍穹之下，楼房掩映在绿意盎
然之间，一个田园般的美丽家园。

花园镇广场，气氛热情如火。
习近平总书记动情地对大家说：“从铸
剑为犁开始，确实不容易啊，在一片荒
凉的地方建起这么一座美丽的令人向
往的城市。底子打得好，变化也越来越
大，靠的是党中央的关心，靠的是几代
兵团人的接续奋斗。”

“兵团的建设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我们最初建兵团是为什么？保家卫
国，屯垦建设。要深化兵地融合，建设
一个美好幸福家园，过上幸福美好的日
子。”

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

新城西门村，房前屋后的墙壁也是
画板，描绘了村民的所思所盼。考察时，
一幅湘西十八洞村的壁画映入眼帘。

两个村是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结对
共建村。3000多公里的距离，挡不住
他们像亲戚般常来常往。

湖南省对口帮扶的，正是村所在的
吐鲁番市。村里的医务室也是援建的，
当地负责同志告诉总书记，援疆项目
里，医疗和教育最受乡亲们欢迎。

15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会见
接见了7批次新疆有关方面代表并合
影，其中一场是援疆干部代表。

当总书记走进接见厅，掌声如雷。
从队列一端，他一边挥手问候，一边缓
步走向另一端。

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目标，
走到一起、干在一起。望着为这片热土
奉献心血的援疆干部，习近平总书记动
情回忆在地方工作时，“福建对口昌吉，
浙江对口和田”：“这个事业很有意义，
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举
全国之力，解决一些重大任务。参加过

援疆任务的同志，受到了精神的、实践
的洗礼和锻炼，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
基础。期望你们在这里扎扎实实作出
应有的贡献，也是一生值得自豪的贡
献。”

在随后召开的汇报会上，总书记再
一次谈到援疆工作。考量的视角，彰显
新疆之于国家的分量：“做好新疆工作
事关大局，是全党全国的大事。全党都
要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认识新疆工作
的重要性，加大对口援疆工作力度。”

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新疆的发
展也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全局之中。“一
带一路”的新机遇，高质量发展的新动
向，双循环的新优势……桩桩件件，新
疆乘势而上。

自治区相关负责同志在汇报会上，
深有感触地谈道：“新疆工作的实践证
明，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非常英明、完
全正确，是指引新疆工作在错综复杂中
守正创新、在矛盾风险中胜利前进的强
大思想武器，是做好新疆工作的纲和
魂。”

新时代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代
表党中央对新疆提出新的期望和要求：

“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
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好新
疆……”

善弈者谋势。新疆保持长期稳定，
最重要的在人心。

“要坚持团结一致向前看，最大限
度发挥广大干部群众在保稳定、谋发
展、促改革中的积极作用，注意倾听社
会各界意见。只要是有利于改进工作、
有利于长治久安的建议都要充分吸收，
只要是反映民生困难、关系群众利益的
声音都要及时回应。”

4天考察，走到哪儿，哪儿是沸腾的
海洋。掌声、笑声、欢呼声激荡久远，很
多群众激动得热泪盈眶。一位维吾尔
族老人泪眼婆娑地挤到队伍前，紧紧握
住总书记的手。

在学校、在社区、在村庄、在兵团，
身着民族服装的各族干部群众簇拥着
总书记，送了一程又一程。

新华社乌鲁木齐7月16日电

“我一直关心新疆的建设发展”

□李勇智

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珠海将部分区域划定为高、中风险
区。如何在坚持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
上，确保人民群众能顺利就医，是重要
的民生工作。

我们欣慰地看到，在珠海的管控

区域内，尽管出行受限，但一条条连通
生命健康、党心民心的“绿色通道”畅
行无阻，彰显着“民生为要”的善政善
为思想，折射着这座城市的温度。

据报道，截至7月16日，珠海主城
区通过“绿色通道”累计完成诊疗服务
1636人次，其中定点诊疗194人次、上
门巡诊207人次、电话问诊1034人次、

送药119人次、送院转诊82人次。
危难见真情。一条条“绿色通

道”，无愧于人民群众的信任、重托。
疫情防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

人民的生命安全，让全社会恢复正常生
活。之前，国内个别地方在防疫时采取
简单一刀切的做法，出现过群众发生紧
急状况而得不到妥善处理的事件。这

不仅偏离了疫情防控的初衷，令群众利
益受损，也让少部分人对防控措施产生
抵触，甚至造成不良的社会舆论影响。

但是，你可以永远相信珠海。在
疫情管控区域开设一条条“绿色通
道”，既是珠海对“民生为要”工作总抓
手的具体落实，更是“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理念的生动实践。

点赞“绿色通道”你可以永远相信珠海！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来到新疆考察，看望慰
问各族干部群众，强调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
的治疆方略，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力建设团结
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
的美好新疆。总书记的科学指引、殷殷嘱托，在
各族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共鸣，激励新疆各族
儿女同心协力、砥砺奋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
未来。

做好新疆工作事关大局，是全党全国的大
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新疆工作，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审视、谋划、部署
新疆工作，深化对治疆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形成
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为做好新疆工作提供
了根本遵循。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踔厉奋发，各项事
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今天的新疆，各族
人民正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团结的力量、更
加坚实的脚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上阔步前行。

天山雪松根连根，各族人民心连心。民族
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新疆发展进步的
根本基石。做好新疆工作，要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
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要格外珍惜。
新疆保持长期稳定最重要的在于人心。促进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持续推动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共同发
展，最大限度发挥广大干部群众在保稳定、谋发
展、促改革中的积极作用，就能让民族团结之花
常开长盛，汇聚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磅
礴力量。

发展是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要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经济高质量发
展，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增强吸纳就业能
力。要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
村振兴，推动实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
村更美丽。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要深
刻认识发展和稳定、发展和民生、发展和人心的
紧密联系，推动发展成果惠及民生、凝聚人心，
让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
强，日子越过越好。

推动新疆发展，关键是发挥区位优势，以推
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为驱动，把新疆
自身的区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放的总
体布局中，打造内陆开放和沿边开放的高地。
随着我国扩大对外开放、西部大开发、共建“一
带一路”等深入推进，新疆从相对封闭的内陆变
成对外开放的前沿，新疆发展迎来历史新机
遇。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创新开
放型经济体制，加快建设对外开放大通道，打造
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新
疆发展一定会开辟出新空间、增添新动力。

要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认识新疆工作的重
要性，完善党中央统一领导、中央部门支持指
导、各省市支援配合、新疆发挥主体作用的工作
机制，加大对口援疆工作力度，完善对口援疆工
作机制，共同把新疆的工作做好。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新疆各
族人民团结奋斗，在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
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好新疆的进
程中不断迈出新步伐，新疆的明天一定会更加
美好！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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