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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添芯力量 拓兩岸經合
平潭兩岸集成電路測試服務中心成立

台胞：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業界認為，平潭兩岸集成電路測試服務
中心的成立，不僅可滿足集成電路設

計企業的測試需求，也有助於在平潭打造
集成電路產業鏈。
自2009年設立平潭綜合實驗區以來，從
中央到地方，一系列優惠政策相繼出台，
支持平潭開放開發。

兩岸產業互補 當地政策扶持
集成電路產業，正成為平潭當前拓展兩

岸經貿的重要領域。專家稱，兩岸集成電
路產業具有較強互補性。大陸具有廣闊的
市場、充沛的資金和推動發展的策略等；
台灣則擁有集成電路人才、獨立開發技術
能力和形成經濟規模的產能。
2019年平潭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快建

設高新產業園和流水水產品加工區，吸引
台灣智能製造、集成電路、生物科技、水
產品加工等企業落地。

目前，平潭為扶持集成電路產業發展，
共出台了《平潭綜合實驗區培育集成電路
產業發展的若干措施（試行）》《平潭綜
合實驗區培育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若干措
施（試行）實施細則》兩份文件。

促進人才交流 吸引台企「掘金」
據平潭綜合實驗區經濟發展局經信處相

關工作人員介紹，在辦公場所、財政、稅
收等方面均給予大力扶持，希望通過政策
扶持，吸引集成電路上下游企業來投資，
促進平潭新興產業發展和閩台人才交流。
在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方面，目前平潭主

要以吸引設計企業為主，同時吸引製造、
封裝測試相關企業入駐，將續根據企業具
體需求，幫助企業解決發展過程中遇到的
困難與問題，加快打造集成電路產業鏈。
剛揭牌成立的兩岸集成電路測試服務中

心，目前已投資約1,000萬元人民幣。該

服務中心主要分為數字芯片測試、模擬芯
片測試、激光修調測試、分立器件測試4
個平台，提供分立器件、數字集成電路、
混合集成電路等芯片產品晶圓測試服務。
深耕集成電路產業20餘年的宗仁科技

（平潭）有限公司總經理陳孟邦認為，兩
岸集成電路測試服務中心是整個產業鏈裡
的關鍵一環，有助吸引更多集成電路企業
關注平潭，助力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
綠亞科技（平潭）有限公司是首批赴平

潭「掘金」的集成電路企業之一。該公司
總經理戴瑞師說，此前已數次登上平潭島
考察，經過對比、分析，決定逐步將深圳
的業務轉移到平潭。「如今，深圳物價、
成本高漲；在平潭，可以實現資源互補、
降低成本，提高企業競爭力。」
在戴瑞師看來，發展集成電路產業，平

潭優惠政策與服務體系很有「競爭力」
「吸引力」。這個「競爭力」與「吸引
力」正是來自優惠政策與服務體系。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兩岸合作的集成電路產業「落地生

花」，正推動福建平潭拓展兩岸經貿合作「再進一步」。2月22日，兩

岸集成電路測試服務中心在平潭台灣創業園揭牌成立。同時，首批4家

集成電路設計企業加入該服務中心，共享晶圓測試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作為第十二屆閩台陳靖姑民
俗文化旅遊節系列活動的重要組
成部分，「天下娘奶回娘家」信
俗活動昨日在福建省福州市倉山
區陳靖姑故居揭幕。
福州市陳靖姑故居管委會主任

鄭煒向記者介紹，第十二屆閩台
陳靖姑民俗文化節主場活動將在
3月1日至7日赴台舉行，「天
下娘奶回娘家」活動是歷屆閩台
陳靖姑民俗文化節的保留項目，
活動邀請閩台兩地及「海上絲綢
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陳靖姑宮
廟代表共襄盛舉。
參加此次「天下娘奶回娘家」

活動的多為福建各地陳靖姑宮
廟。饒有趣味的陣頭開道，信眾
們護送各自宮廟供奉的順天聖母
金身回到陳靖姑故居，以傳統
「省親」回娘家的習俗，一時間
街巷熱鬧非凡。
福州市倉山區埔尾大王宮管委

會主任江小傑說，臨水夫人陳靖
姑是海峽兩岸共同的信仰，「這
個信仰一代代傳下來，至今已有
千年之久」。

陳靖姑文化節將赴台
順天聖母、臨水夫人陳靖姑被

譽為「救產、護胎、佑民」的
「婦女兒童保護神」，福建省民
間也稱陳靖姑為「娘奶」。2008

年，陳靖姑信俗文化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
文化遺產名錄。
福州市陳靖姑故居管委會主任鄭煒表

示，從3月1日到7日，由陳靖姑故居
（出生地）及福建各地陳靖姑文化宮廟代
表組成的團隊將在台灣花蓮、宜蘭、彰化
等多地舉辦祈福法會、兩岸臨水文藝晚會
等系列活動。

習近平總書記 1 月 2 日在
《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發
表重要講話，其中深刻揭示了台灣前途命
運與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聯繫，引發台灣
同胞認真思考「台灣在民族復興中的地位
和作用」。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召集人、勞
動黨主席吳榮元是一位資深的台灣統派政
治活動家。作為親歷兩岸關係和島內政治
數十年波濤起伏的愛國者，他雖年已七
旬，仍為祖國統一不懈努力。「總書記的

講話有力激發了台灣同胞做堂堂正正中國
人的民族自信心！」吳榮元說，即使在日
本殖民統治期間，台灣同胞都沒有忘記自
己是中華民族一分子，期盼回到祖國懷
抱。今天的台灣人更不能失掉中國人認
同，更應當追求國家統一。

台商：依靠祖國 發展更大
上海市台聯會長、復旦大學教授盧麗安

定居滬逾22年，見證了祖國大陸的發展進

步。「當年台胞前輩回到大陸抗日，不少
人1949年後留下參加建設。上世紀80年代
末兩岸恢復交流後，台商西進，參與改革
開放。近年來，來大陸求學的台生持續增
加，許多人畢業後留下就業、創業。」

「台商是大陸改革開放的弄潮兒，許多
人在大陸發展的高速列車上，體驗到飛一
般的速度。」旺旺集團廣西總廠總廠長陳
陣表示，國家富強使台胞切實受益，台胞
在民族復興進程中應當並且能夠作出重要

貢獻。他說，台企以強大祖國做依靠，發
展空間會更大，在國際上腰桿會更硬，底
氣會更足。

在北京工作的「80後」台青鄭博宇說：
「我們又是生逢其時的一代，我們能夠參
與兩岸交流合作，來到大陸加入『大眾創
業、萬眾創新』，從而獲得施展才華的更
大舞台。」他相信，只要同胞攜手，兩岸
的未來必是光明的，必能早日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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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靖姑宮廟順天聖母金身回福州陳靖姑
故居「省親」。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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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同窗李潘銀（左）來看望雷澤平。 網上圖片

這三隻大熊貓分別名為添添、美香
和貝貝。添添和美香於2000年從

中國來到華盛頓，貝貝是牠們出生在美
國的熊貓寶寶。這三隻大熊貓是華盛頓
國家動物園的「超級明星」。據該動物
園負責人斯蒂芬·蒙弗特透露，來動物
園遊覽的遊客中有超過80%都是來看大
熊貓的。
在當日的聚會上，蒙弗特介紹說，動
物園近期對大熊貓平日居住的暖房進行
重新裝修，讓牠們可以更溫暖舒適地生
活，並在熊貓館新辦一個互動式展覽，
旨在向美國民眾更好地介紹大熊貓的日
常生活以及美中科學家在大熊貓保護方
面作出的努力。

象徵兩國友誼與合作
蒙弗特特別向中國專家和同事表示感
謝。從事動物保護30餘年的他說，大熊
貓這一物種的受威脅程度在過去幾十年
由「瀕危」降至「易危」是生物界「罕
見的成功」。「這表明通過美中合作、

知識共享、共同創新可
以實現這樣的奇跡。我
們非常珍惜這樣的合作
關係。」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公

使徐學淵在致辭中說，
「大熊貓不僅是中美友
誼的象徵，也是兩國動物
學家合作共贏的象徵。」

每日千萬人直播觀看
據悉，1972年2月，時任美國總
統尼克松首次訪問中國，中方決定將大
熊貓作為禮物送給美國。47年間，先後
有7隻大熊貓在華盛頓國家動物園生活
過。蒙弗特介紹，玲玲和興興在華盛頓
國家動物園生活了20餘年，牠們是美國
人民熱愛的偶像。後來添添和美香來到
這裡，並生下三隻幼崽，包括留在動物
園的貝貝。大熊貓們的日常生活吸引着
美國媒體和民眾的目光。
據介紹，每年有約250萬人來該動物

園參觀大熊貓。自動物園開設大熊貓24
小時直播以來，每天有約1,000萬人通過
直播錄像觀看大熊貓啃竹子、在草地玩
耍以及爬樹。
從事軟件工程師工作的寶拉·威廉說，
她打算退休後去中國當一名熊貓飼養
員。「那將是我夢想的工作，牠們實在
太可愛了。」

人們常說，患難見
真情。對於四川省峨
眉山市羅目鎮雷村的
雷澤平一家來說，感
受更為真切。4 年
前，雷澤平突發疾病
後癱瘓在家，一家人
失去了生活來源。此
後，雷澤平的7位初
中同學每月眾籌1,400
元（人民幣，下同）
來幫助他渡過難關。
22日，峨眉山市

羅目鎮雷村3組，周小英將丈夫雷澤
平從輪椅上背起，把他移到床上解小
便。「他140多斤，我才107斤。」
周小英說，一開始根本背不動，後來
慢慢就習慣了，到現在已經4年了。
雷澤平原本是一名大貨車司機，在

外面跑運輸，妻子在樂山城裡打工。
2015年1月5日，雷澤平在家中突發
疾病倒下了，昏迷了1個多月後終於
醒來，但他下身癱瘓了，智力也受到
了嚴重影響。
丈夫生病了，兒子當時正在讀大學，

周小英因為要照顧丈夫又無法外出掙
錢，雷澤平一家幾乎陷入了絕境。
危難時刻，雷澤平的親戚朋友接濟

了一些，特別是他的七個老同學在得
知情況後，立即伸出了援手。「跟雷
澤平相比，我們至少是健康的，還可
以自己掙錢，如果大家不幫助他，這

個家就真的垮了。」李潘銀說，他剛
開餐館時生意並不怎麼好，最困難的
時候，工人的工資也開不起，但是對
雷澤平的幫助從未間斷過，甚至還有
同學給他額外拿錢。

兒子擔起養家重任
如今，49歲的雷澤平在妻子的精心

照料下一天天好轉，大學畢業的兒子
也找到了一份室內設計的工作。今年
春節前，周小英的兒子主動提出，現
在他月收入四五千元，可以負擔家裡
的開銷，不再需要爸爸的同學給予的
眾籌幫助了。
李潘銀說，大家商量後，最後一次

性將3個多月的眾籌款5,500元交給了
周小英。周小英說，他們一家人也對
未來的生活越來越有信心。

■紅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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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裡難得一見的水星後天（27
日）將迎來東大距，這也是水星的今
年首次大距。天文專家表示，本次大
距的觀測條件不錯。如果天氣晴好，
大氣透明度好的話，民眾可以用肉眼
在日落後的西南方低空看到水星。
由於距離太陽太近，水星經常被

湮沒在太陽的光輝中，成為金、
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中最難看
到的一顆。
據介紹，水星在太陽東邊稱「東大

距」、在太陽西邊稱「西大距」。東
大距時，可以在黃昏時分的西方地平
線上方找到水星；西大距時，水星則
在黎明時的東方低空出現。

天文教
育專家、天
津市天文學會理
事趙之珩介紹，今年
全年水星共有6次大距，其
中4次的觀測條件不錯，其中就包
括27日的這次。「需要注意的是，觀
測時需要找個西方地平線附近無遮
擋、光污染較小的觀測地點。」趙之
珩說。 ■新華社

水星將迎東大距

華府熊貓喜喬遷
中美合作續情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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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23日，居住在美國華盛頓史密

斯索尼婭國家動物園的三隻大熊貓迎來「新

家」。動物園為牠們舉辦了盛大的聚會，吸

引眾多美國民眾前來參加。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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