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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小
红）“工程项目不能等到完工后
才发现问题，到那时国家财政资
金已经损失，后期整改又费时费
力，所以要在工程项目监督过程
中早发现早处置……”成都高新
区西园街道党工委书记张毅在
听取街道纪工委工作汇报过程
中，语重心长地说。

为切实监督街道工作人员
在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和服务过
程中认真履职尽责，保障重大建

设和服务采购项目规范管理，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有效防止
和遏制各类违纪违法行为，街道
纪工委着眼于工程项目监督难、
纠错慢的问题，积极探索新路
径，创新开展重点工程项目全程
跟踪监督模式。

今年，针对天映路某幼儿园
外墙及楼顶改造项目，街道纪工
委与第三方审计公司联手，对工
程项目前期决策、设计、招投标、
施工等阶段全过程跟踪监督，严

格检查预算批复、工程设计、招标
比选等环节，督促工程管理人员
履职尽责、廉洁自律，及时发现把
关、监管不严等纪律作风问题，防
止和遏制违纪违法行为发生。

下一步，街道纪工委将进一
步加强问题线索发现能力，督促审
计公司加强过控监督，主动发现制
度机制漏洞、人员违纪违规等问
题。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线索及时
启动调查核实程序，对于成案线索
深挖细查，切实发挥监督效能。

西园街道：创新开展重点工程项目全程跟踪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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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同呼吸
30日空气质量

成都（16时）
AQI指数 22 空气质量 优
优：南充、内江、遂宁、广元、眉山、自
贡、攀枝花、绵阳、德阳、乐山、宜宾、
达州、泸州、广安、雅安、巴中、马尔
康、康定、西昌、资阳

31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38—68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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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列 3 第 20162 期 全 国 销 售
22792416元。开奖号码：628。直选全
国中奖20938（四川2590）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43514（四川
2459） 注 ，单 注 奖 金 173 元 。
22187374.5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0162 期 全 国 销 售
11779836元。开奖号码：62816。一等
奖 651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402647594.7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20018期全国销售
21050976 元 。 开 奖 号 码 ：
03003033330133，一等奖全国中奖191（四
川14）注，二等奖全国中奖5399（四川316）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20018期全国销售
16550732元。开奖号码：03003033330133，
全国中奖13349（四川778）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0018期
全 国 销 售 76420 元 。 开 奖 号 码 ：
303333003333，全国中奖1（四川0）注。

足球4场进球第20018期全国销售
986102元。开奖号码：12203131，全国
中奖57（四川0）注。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0年9月
28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位于成都天府软件园的矽
能科技是一家功率半导体双创
公司。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是一
个美国人，他的原名缩写为
Jesse Parker，但更为人熟知的
名字是白杰先。

本期成都创客，我们专访
矽能科技总经理白杰先，聊聊
这个美国人的蓉漂创业之旅。

来华工作多年
最终选择扎根成都

投资人、创业者、教授、“中
国通”……白杰先身上有多个
身份标签，尤其是在半导体投
资领域，他拥有丰富的履历。

在长达近30年的国际商务
生 涯 中 ，白 杰 先 先 后 担 任 过
IBM 半导体微电子部门副总
裁、软银资本全球基金管理副
总裁、Tallwood VC副总裁等。

2002 年之后，白杰先主要
从事包括半导体行业在内的天
使投资、风险投资及国际收购
投资。他还是乾龙创投合伙基
金一期的创始人和主要有限合
伙人，该基金总部位于美国波
士顿，主要投资大中华区种子
期的技术公司，投资了多家中
国企业。

说起白杰先与中国的缘
分，可以追溯到1980年。当年，
他受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
请来华工作，亲历并见证了中
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代化蓬
勃发展的 40 年，在长沙、上海、
无锡、香港、北京、成都等地留
下了工作、生活和创办企业的
印迹。在 40 年的工作中，他始
终致力于美、欧等地与中国之
间的高科技资源互通。

2018 年，白杰先随夫人再
次回到成都，适宜的生活环境
和优良的创业土壤，让他选择

扎根在这里，继续从事半导体
投资事业。

成立孵化器
已有15家企业入驻

说到成立功率半导体孵化
器，白杰先说起了与功率半导
体学界知名专家、电子科技大
学教授张波及成都市高新区这
片热土的缘分。

“当时我们一致认为，在中
国功率半导体的前景很好，但
却没有一家这个领域的孵化
平台，于是我们一拍即合，决
心开启这次创业。”白杰先说。

2018 年，矽能科技正式成
立。“公司成立的初衷是致力于
在成都高新区建设运营成都首
家功率半导体研发及孵化中
心，发掘和支持最有前途的功
率半导体团队和早期公司。”在
白杰先看来，目前中国缺乏半
导体人才，建造一个工厂或写
字楼很快，但如果没有人才支
撑，一切都没有意义。

与其他孵化载体不同的
是，矽能科技孵化器为创业团
队和初创企业提供综合全面的
技术资源和咨询服务，涵盖新
材料、设计、代工、封装和测试、
技术和营销规划、销售、融资和

行政等方面的服务。
作为回报，入驻的公司将

一部分股权让渡给平台。“截
至目前，平台已有 15 家企业入
驻，2 家企业拿到了融资。”说
到这里，白杰先露出了兴奋的
神色。

未来想打造
功率半导体创新集群

实际上，这已经是白杰先
第四次创业。

在他看来，目前中国半导
体市场，尤其是功率半导体市
场正在快速发展，他不想错过
这个好时机。

与其他行业不同，高科技
半导体创业需要创业者乃至投
资者有更多耐心，因为回报周
期更漫长。“将一个想法变成一
块芯片，起码需要等待1-2年才
能看到实物，3-5年才可能看到
结果。”白杰先说。

白杰先算是一个耐心的
创业者和投资者，他愿意花时
间去等待创业果实，“功率半
导体行业是一个关键领域，影
响中国多个相关市场的整体
增长，包括新能源汽车、高铁
和地铁的持续发展，国家配电
网络的扩张以及消费类白色
家电和企业工业部门的持续
发展。”

白杰先打了一个比方，传
统汽车所有的成本加起来，芯
片部分只占 10%左右，但未来
电动汽车芯片的占比会超过
50%。

谈到未来的愿景，白杰先
说，除了功率半导体，今后还有
更长远的规划，“我们的长期目
标是在结合矽能科技的孵化器
与电子科大功率集成技术实验
室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一
个获得国内外认可的功率半导
体创新集群。”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申梦芸

美国“蓉漂”扎根成都
孵化功率半导体公司

成都创客

矽能科技总经理白杰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