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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记者 李玥林）5 月
23日上午，2017全国健身交谊舞
裁判、教师培训班在成都城北体
育馆开班。本次培训班是2017世
界体育舞蹈节系列培训班之一。
今年9月，世界顶尖体育舞蹈选

手将齐聚都江堰，为成都、为四
川、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体育舞蹈
爱好者奉上一出世界顶级体育舞
蹈盛宴。本次培训班为期4天，
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裁判共计
200余人齐聚蓉城参加培训。

早报讯（记者 王蕾）在昨日
的“云栖大会·成都峰会”上，成都
信息工程大学与阿里云联合宣布
共建“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阿里巴
巴大数据学院”，这是全国第三所

由阿里巴巴与高校联合冠名的大
数据人才培养学府，是全国第一
所同时开展本科生与硕士研究生
培养的大数据学院。据介绍，学
院将于今年启动本科生招生。

早报讯（记者 冯浕）5月 23
日，高新区益州社区在奥克斯广场
住宅区开展“共建和谐益州 温馨
服务万家”社区开放日暨游园主题
活动。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针对

居民关心的党员党组织关系转接、
老龄优待、医疗社保、劳动就业等
问题进行现场答疑解惑。同时，现
场设置义诊、义务磨刀等便民利民
志愿服务环节，吸引居民参与。

早报讯（记者 冯浕）5月 23
日，记者从天府国际空港新城政
务服务中心了解到，截至目前，中
心各窗口共接收办件10550件，即
办件10262件，承诺件288件，当
场办结率98.1%。

成都天府国际空港新城政务
服务中心自4月 1日正式挂牌投
入使用以来，进一步梳理了审批
流程，让整个审批过程“流水线”
式进行，实现多项业务“一站式”

“一窗式”办结。

百亿美元投资成都后
格芯再投1亿美元建设计中心

全国健身交谊舞培训班在成都开班

阿里巴巴大数据学院落户成都

社区开放日 帮居民答疑解惑

空港新城政务服务中心办件量破万件

实际上，这不是格芯公司第
一次投资成都。今年2月10日，
12英寸晶圆成都制造基地项目
签约及奠基仪式，在成都市高新
西区举行。该项目投资规模将
累计超过100亿美元，将加快助
推电子信息产业成为成都首个
上万亿的产业集群。

目前，制造基地厂房等基础
设施已全面开工建设，合资公司
也已成立。“打个比喻，100天前
与成都市合作建设的工厂是身
体，FD—SOI设计中心就是大脑，
会提供超过500个高级工程师的

工作岗位。”Alain Mutricy说。
格芯中国总经理白农告诉

记者，此前的《投资合作协议》
中，就包含了FD—SOI生态圈的
打造。“制造基地和设计中心两
个并行项目是一体的，如果只有
制造基地没有生态系统，是不会
成功的。”白农说。

而在Alain Mutricy看来，伴
随着中国移动通信、物联网、汽
车等产业发展，对高性能芯片的
需求不断增长。格芯与中国的
合作，也将延续到高校中，与大
学合作开设FD—SOI专业课程。

继 与 成 都 签 约
90.53 亿美元的格芯
12英寸晶圆项目后，
23日下午，全球知名
半导体公司格芯又在
成都宣布，将继续投资
超过1亿美元，与成都
共同推动实施 FD—
SOI（一种低成本、高
性能、低功耗的芯片制
造技术）生态圈行动计
划。当天下午，双方在
成都签署合作协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董兴生

将成都打造成下一代芯片设计中心

格芯产品管理高级副总裁
Alain Mutricy介绍，格芯将与成
都合作，推动中国半导体产业的
创新发展。“双方将合作建立一
个世界级的 FD-SOI 生态系统，
其中涵盖多个成都研发中心及
高校合作的研究项目。”

据了解，该项目累计投资超
过1亿美元，期望能吸引到更多
顶尖的半导体公司落户成都，并
使成都成为下一代芯片设计的
卓越中心，以满足移动通信、物
联网、汽车及其它高增长市场对

高性能芯片的需求。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

市场，同时国家对智慧城市，物
联网等前沿技术的重视也居世
界前列。”Alain Mutricy说，这也
是该项目落地中国四川的主要
原因。

5 月 23 日 双 方 将 签 署
《FD-SOI产业生态圈行动计划》，
计划用6年时间，累积投入3—5
亿美元，合建世界级的FD—SOI
生态系统，助推成都成为全球卓
越的集成电路设计和制造中心。

时隔 100 天 对成都投资不断加码

白农说，之所以选择
在成都投资建厂，综合考
虑了诸多因素。除了政
府和人才因素，四川集成
电路产业基础，也增强了
格芯在四川发展的信心。

作为全球最大的半导
体消费市场，格芯也将以成
都为立足点，向全国发力。
据了解，格芯成都新工厂预
计于2018年初完工，完工
后，将率先投入主流工艺的
生产，进而专注于22FDX的
制造，预计将于2019年开
始实现量产。

预计2019年
开始实现量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