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2017 年 8 月 23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张典标 7新华每日电讯

·广告·

新华社厦门 8 月 22 日电
(记者苏杰)21 日，总投资 70
亿元的厦门通富微电子项目
奠基仪式在海沧信息消费产
业园区举行，这标志着集成电
路先进封测生产线在厦门落
地，为厦门集成电路产业链补
上关键一环。厦门打造东南沿
海集成电路产业重镇迈出重
大一步。

据介绍，通富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与厦门市海沧区政府
于今年 6 月 26 日签订了共建
集成电路先进封测生产线的战
略合作协议。按协议约定，项目
总投资 70 亿元，计划按三期分
阶段实施。目前，该项目正按照
今年第三季度开工建设、2018
年 11 月试投产的目标有序推
进。

通富微电是排名全球第
八、中国大陆前三的封测企业，
拥有行业内先进封测技术，整
体技术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基
本接轨。该公司总经理石磊表
示，选择在厦门海沧建设先进
封测基地，一是闽三角集成电
路产业链协同的市场需求，二
是为完善厦门集成电路产业链
提供支撑，三是衔接大陆和台
湾的产业资源、人才资源，四是
为大陆集成电路产业、重点企
业融入国际产业链构建前哨阵
地。将努力把项目建成技术水
平最高、智能化、一流环保节能
的世界级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基
地。

2016 年，厦门市出台了集
成电路产业发展十年规划，力
争到 2025 年集成电路产业规
模超千亿元，带动电子信息技术产业规模超 3000 亿元。去
年厦门集成电路产业产值突破百亿元大关，同比增长
23%。今年上半年，厦门市集成电路产值超过 60 亿元，同比
增长 26% 。

厦门半导体集团总经理、海沧信息产业公司董事长王
汇联表示，从集成电路领域一个默默无闻的边角地，一跃成
为行业内的“风暴眼”，厦门积极构建完整的集成电路产业
链和生态圈。随着联芯、三安、紫光展锐、通富微电等集成电
路知名企业的项目落地和产业布局，厦门正朝着集芯片制
造、封装、测试、基板支撑于一体的制造业 1 小时供应链方
向努力，在吸引产业集聚、完善产业链条方面成效初显，目
前汇集集成电路企业超过百家。

王汇联说，当前厦门乃至福建地区尚无大规模、先进制
程的封测企业，通富项目落地厦门，顺应了厦门当前大力发
展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的产业方向，补上了厦
门集成电路产业链最关键的一环，与厦门联芯、三安光电等
共同实现了区域性的产业链垂直整合。同时，项目落地厦门
将先进封测技术从长三角向外延伸，形成辐射闽粤地区的
封装产业集群，有效增强中国大陆的封测产业实力，也对打
造良好的集成电路产业生态、奠定厦门集成电路产业在全
国的战略地位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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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的五年
绿色发展 绿色生活

民族文化厚重

独山县建制久远，自汉代以来就有行政区域规划，明弘
治七年(公元 1494 年)设置独山州，时为黔南州府所在地。
历史上涌现了独山籍东汉时期传播中原文化的著名学者尹
珍，清嘉庆时期朴学大师、“影山文化”创始人莫与俦和“西
南巨儒”莫友芝，以及布依英烈莫凤楼等先贤仁人；独山是
贵州南路花灯的发源地，是全国“花灯艺术之乡”、“全国文
化先进县”；1944 年 12 月在“黔南事变”中，独山成为重灾
区，侵华日军铁蹄最终止于独山深河桥，在中国抗战史上铸
就了“北起卢沟、南止深河”的不朽丰碑。独山少数民族风情
浓郁，布依族、苗族、水族等少数民族占 75%，少数民族传
统节日丰富，民歌对唱、花灯表演、斗牛赛马等场面隆重热

闹。盐酸、臭酸、虾酸是独山有名的“三酸”，风味独特。纺织、
灯笼、刺绣、根雕等民间工艺精湛，民族旅游产品美轮美奂。
独山刺绣“祥云神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杰
出手工艺品”并颁发徽章，是全国刺绣行业中率先获此殊荣
的刺绣作品。

战略区位独特

黔桂铁路、兰海高速、210 国道纵贯全境，余安高速与
兰海高速在独山十字交会。县内建有 3 个铁路客货运站、5
个高速公路匝道口。黔桂铁路复线、贵南快速铁路、独山至
湖南永州高速铁路、独山至三都高速公路、独山商务机场等
交通枢纽设施已开始规划建设，形成以铁路、高速公路、国
道主干线、航空和地方公路为主的立体交通网络。独山县北
距省会贵阳市 128 公里，距重庆市 600 公里，南距广西北海
市 740 公里、广东省广州市 800 公里，是连贯西南和广西北
部湾经济区的重要贸易通道和连接两广的重要交通枢纽，
是黔南和桂北的经济贸易中心。常年商贾云集，物流活跃，
具有“掌心腹地”和“通海咽喉”之称，是贵州省面向东盟经
济贸易圈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前沿地区，是西南地区通
往珠三角地区的“陆地港口”和“桥头堡”，是“泛珠三角经济

区”和“成渝经济区”的交结点，独山公用保税仓已建成投
运。依托得天独厚的战略区位和悠久丰厚的商贸积淀，贵
州南部商贸物流中心功能日益凸显。

自然风光优美

独山地处云贵高原，平均海拔较周边地区高出
300 — 500 米，具有高原冷凉型气候特点，森林覆盖率
52%，年平均气温 15℃，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宜人，
被誉为“清凉之都”、“避暑胜地”，自然风光优美，可开发
的旅游资源丰富。主要景点有红色旅游景区——— 深河桥
抗日文化园、翠泉森林公园、奎文阁、深沟山水风光、紫林
山森林公园等，深峡幽谷、飞瀑流泉、温泉风光、双虹洞、
高原人工草海等，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8 年，独山县成
功入选全国首批“中国传统文化旅游名城”，成为全国首
批最值得向世界推荐的 66 个“中国传统文化旅游名城”
之一，是全国十佳生态休闲旅游城市。独特的民族文化、
人文资源，使独山的人文景观与荔波世界自然遗产地等
周边县的景区形成“天人合一”、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旅
游整合优势。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厚重的文化底蕴，独山
正在着力打造成为贵州南部文化旅游目的地。

发展前景广阔

近年来，独山县委、县政府抢抓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重
大历史机遇，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两加一推”主基
调，结合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紧扣项目建设
“一条主线”，实施工业化、城镇化“两轮推动”，着力打造独
山经济开发区、麻尾工业园区、独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独山基长新区、独山文化旅游园区、独山城乡统筹改革实
验区“七大平台”，围绕打造历史文化名城、新型工业新区、
商贸物流中心、休闲宜居城市“四个定位”，主抓外向带动、
工业强县、商贸活县、科教兴县、就业富民“五大战略”，突
出新型工业化建设、城镇化建设、商贸物流市场建设、农
业产业化和新农村建设、四个创建(平安独山、文明独山、
效率独山、和谐独山)、城乡统筹发展“六大重点”工作。

赶超跨越抒壮志，豪情满怀向未来。当前，“开放包
容、敢为人先、诚信务实、追求卓越”的独山人民正满怀信
心，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
念，在加速推进同步全面小康的征程上阔步前行，竭诚欢
迎四海宾朋前来独山观光旅游、投资兴业，共铸“悠悠独
山”新辉煌！

文/中共独山县委宣传部

独山县地处贵州最南端，是贵州省乃至大西南进入两广出海
口的必经之地，东守两广、西望滇黔、北至天府，素有“贵州南大
门”、“西南门户”之称。全县总面积 2442 . 2 平方公里，现辖二城
六区和 8 个镇，总人口 35 万人。

·广告·

清理整治镇村产业小
区和工业大院，是优化首
都发展环境的重要举措

清理拆除的标准是
“厂清地平”，之后要对土
地进行保护

对于无法实现达标排
放的企业，今年 9 月底前
将一律取缔关闭

向“散乱污”开刀，为绿色发展腾地
北京河北等地整治“散乱污”企业，给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2 日(记者赵文君、
高博)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
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大事。据环保部门统计，
在有环境违法问题的企业中，半数属于“散乱
污”企业。记者在北京、河北一些地方走访发
现，“散乱污企业”经过拆除、腾退，周边环境
明显改善、给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拆除汽配城：环境变好了，安

全隐患消除了

离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镇中心不远、京
承铁路和通燕高速高架桥中间，有一片狭长
的地带被绿色苫布覆盖，这里是曾经经营了
10 年的汽配城旧址，占地 50 多亩，今年 2 月
份全部拆除。

永顺镇后窑村党支部书记张宝和说，这
块地是后窑村的村民集体用地，2007 年起慢
慢发展成一个汽配城，在通州乃至北京都小
有名气。

“这些年，汽配城给村里带来的唯一好处
就是房租收益，但是也带来了污染和周边环
境的脏乱差。”张宝和坦言，“齿轮油、机油呛得
人嗓子痛，那个味儿在对面一两百米远都能
闻到。卖二手车的、拉黑车的、卖早点的、附近
便道上搞经营的全都来了，环境那叫一个乱。”

永顺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齐春秀说，

除了环境污染，汽配城带来的管理问题更多：
汽配城里的外来商户有 2000 多人，厂房里有
机油、油漆，消防安全隐患巨大。

拆完的空地怎么用？永顺镇林业站站长
白冬生介绍，按照规划，这里将变成铁路和公
路之间的绿化带和城市公园。未来，公园里面
有甬路、有休闲座椅，地形错落有致，种植各
种花草树木，让周边居民体验到绿色的居住
环境。

清理整治工业大院：为绿色

发展留白

清理整治镇村产业小区和工业大院，是
加快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首都发展环境、提
升城市发展质量、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
要举措。

从今年 4 月初开始，北京昌平白庙工业
大院作为昌平区的试点先行单位，首先开始

清理腾退。经过近 3 个月的努力，13 万平方
米的工业大院全部拆除完毕。

“清理拆除的标准是‘厂清地平’，之后要
对土地进行保护，不让乱堆乱倒，并完善围
挡。下一步等待政策，需要造林就造林，需要
做产业就做产业，根据政府统一规划安排。”
白庙村党支部书记刘学增说。

“这块地拆完以后，由村集体整体管护起
来，为今后的绿色发展留白，不会再引进这些
散乱污企业，要为周围百姓营造良好的环
境。”北七家镇副镇长张政说。

拆了工业大院，村集体没了房租收入，村
民对此有怨言吗？张政说，在新的土地使用政
策出台之前，政府对农民按原来的租金进行
一定补偿。

据北京市经信委统计，2016 年北京市
完成“散乱污”企业清理整治 4477 家，2017
年计划完成不少于 2570 家企业的整治工
作。

玻璃产业治污：企业转型“因

祸得福”

记者近日来到河北省沙河市汇晶玻璃公
司，却没有看到一根烟囱，上万平方米的厂房
只听到低沉的机器轰鸣声，生产过程只用电、

不用水，没有排污。
邢台市环保局沙河分局局长杜金海说，

沙河是全国玻璃产业最集中的地区，治污压
力大。要不断摸索，成为全国玻璃产业治污的
试验田。

从 2013 年起，沙河市实施了比国家标准
更严格的排放标准，用环境标准倒逼传统行
业转型。2015 年，沙河市对全部在产玻璃生
产线建成了脱硫、脱硝、除尘等治污设施，实
现了全行业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2016 年，
沙河淘汰了所有落后产能的玻璃生产线，淘
汰平板玻璃产能 2179 万重量箱。

“不仅要淘汰产能，还要化解产能，有时
给企业做工作，人家恨不得拿板砖拍我。”沙
河市工信局副局长李利民说，在环保压力倒
逼下，沙河的玻璃产业集群面临着升级则生、
不升级则死的严峻现实。

沙河的一些玻璃生产商表示，不少企业
为摆脱困境，改变生产工艺、延伸产业链，使
普通玻璃向高附加值、低耗能的深加工产品
转变，实现了工艺技术的革新，从这点来看，

算得上“因祸得福”。

环保部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 28 个城市已经核查出散乱污企业
17 . 6 万家。对于无法升级改造、实现达标排
放的企业，今年 9 月底前将一律取缔关闭。

财政承担殡葬费 ，百姓得了大实惠
山东沂水实行“殡葬全免费”，仅殡葬服务费和墓穴费，每年可为百姓减负近 2000 万元

据新华社济南电(记者叶婧)沂蒙山区腹
地的山东沂水县许家湖镇前坡村，一场葬礼
刚刚结束：没有成堆的纸扎，没有人披麻戴
孝，也没有大吃大喝的现象。连告别仪式都是
在村南部的长山公益性公墓举行的。

“算上新逝者和迁坟进来的，公墓已经使
用了 200 多处墓穴。不光使用墓穴不花钱，殡
葬过程也‘全免费’，这可为老百姓办了件大好
事。”长山公益性公墓管理人员王树奎说。

王树奎所说的“殡葬全免费”，是沂水县
实行的殡葬费用全免政策：今年 5 月 10 日
起，对具有沂水户口、在沂水去世的居民，殡
葬过程中涉及的遗体运输费、火化费、骨灰盒
费和公益性公墓墓穴使用费全部免除，逝者
统一安葬在公益性墓地，相关费用由县财政
承担。

根据沂水县有关部门测算，当地每年大
约有 8000 人去世，“殡葬全免费”政策实施

后，仅基本殡葬服务费和墓穴费两项，县财政
每年就可为百姓减负近 2000 万元。

作为山东省内一个经济不算发达、财政
收入居中的“普通县”，殡葬费用由财政兜底，
沂水县吃得消吗？

“实施全免费政策，财政的确要掏一笔
钱，但公益性公墓建设投入是一次性的。今年
由于公墓集中开建，县财政需投入 5000 万元
左右，建成以后县财政每年只需投入 2000 万

元的惠葬和管理运行费用，就可为逝者家属
户均节约 90% 的丧葬花费，县级财力完全可
以承受。”沂水县委书记薛峰说。

当前，“丧事简办、厚养薄葬”“殡葬全免费”
的新风气正在“席卷”临沂市。在沂水县先行先
试的基础上，8 月 1 日起，临沂市全面推行惠
民殡葬政策，为所有临沂户籍的逝者免费提供
遗体接运、存放、环保炉火化、骨灰寄存及骨灰
盒、公益性公墓安葬等 6项殡葬服务。

新华社发 翟桂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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