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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壮丽岁月，新时代网络追梦！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昨 日上 午 ，由 厦 门 市 委 宣
传 部 指 导 ，厦 门 市 委 网 信 办 主
办，新浪厦 门承 办 的 “梦 想列
车——
—驶过七十年”网上重大主
题活动启动仪式在厦门观音山
商务区举行。
该活动重在反映 70年来厦
门的发展成就，展现特区人民的
拼搏奋斗精神。厦门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市委网信办主任卢秀萍
出席启动仪式，宣布项目启动，
并轻点鼠标，发出该项目首条微
—驶过 七
博 ，昭 示“梦 想列 车——
十年” 网上 重大 主 题活 动正 式
上线！
据悉，该条微博发布仅 4个
小时就被转发、评论、点赞累计近
千条。网友“云若梦兮凯”评论，
“我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网友
“烂阿楚” 评论，
“对厦门印象很
好，
始于高颜值，
陷于高素质”。网
友“爱诗戈”表示，
“祝贺！期待更
多厦门好故事”……评论中，
网友
纷纷点赞厦门，祝福活动能顺利
进行，感慨生活发生的巨变，表达

自己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幸福
感，期待能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期
待有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
记 者 了 解 到 ，“ 梦 想 列
—驶过七十年”网上重大主
车——
题活动是厦门市委网信办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重点
网上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之一，也
是第八届厦门网络文化节的重要
活动项目之一。这是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的献礼，是对
厦门 70年发展成就的致敬。新浪
厦门将动用平台最优质资源以及
总部资源，用新媒体手段，礼赞厦
门精神，
展现厦门形象。
70年披荆斩棘，
70年风雨兼
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年，
也是厦门光荣奋斗、惊天巨变的
70年，经过一代代人的努 力奋
斗，厦门从一座小岛，从昔日的海
防前线，蜕变成为高素质的创新
创业之城、高颜值的生态花园之
城。“梦想列车”总共分为七节车
厢，代表驶过七个十年，专题设立

C_QmG  
了 “大事记”“老照片”“口 述
代，驶过激情燃烧的岁月，沐浴着
呈现，讲述 70年光荣历程和追梦
理，回 访 当 事 人 ，通 过 H5、短 视
史”等栏目，对厦门解放、海堤建
改革开放的春风，
驶入新时代。
故事，
描绘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频、微博话题、海报等新媒体形
设、
“九八”投洽会、厦门会晤等
梦想的列车，驶过战火纷飞的年
式，
在新浪、
微博各平台进行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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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时代的厦门重大事件进行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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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教育部发文，正式批复 同意
厦 门大 学、清 华 大学 、北京 大
学、复旦大学承担的“国家集成
电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 项目
可研报告，实施期从 2019年起
至 2021年。
复旦大学发布的消息称，这
个创新平台将针对我国集成电路
发展中的关键“卡脖子”难题，深
入研发新一代节点集成电路共性
技术，涵盖芯片设计、
EDA工具、
器件工艺与芯片封装等方向，着
力推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在产
教融合攻克关键技术的实际过程
中培养我国集成电路的领军人才
和产业急需、创新能力强的工程
型、
技能型人才，
获得可进行产业
转移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
突破。
集成电路技术是信息社会的
基础，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
标志之一。国家发改委、工信部、
教育部根据早前发布的《国家集
成电路发展推进纲要》和《教育

部等七部门关于加强集成电路人
才培养的意见》，按照“面向产业
集聚科学规划布局、面向一流学
科突出扶优扶强、面向协同创新
深化产教融合、面向区域需求促
进共建共享”四个原则，对部分
中央高校申报的国家集成电路产
教融合创新平台进行了项目评审
和遴选，最终遴选出包括厦门大
学在内的首批四所建设高校。
根据目前已知的信息，北京
大学国家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创新
平台将与中芯北方、华大九天、兆
易创新、北大方正集团等北京地
区集成电路龙头企业合作建设，
突出器件与集成、器件与电路的
协调设计，通过“工艺—器件—
电路”一体化，以 EDA 为抓手，
服务以 CMOS集成电路为主的
制造和电路设计行业，并延伸服
务材料和装备等行业。复旦大学
国家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
将重点突出集成电路紧缺人才的
培养与工程实践，建成后具备每
年为 2000人次提供集成电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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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手段的能力。
而厦门大学国家集成电路产
教融合创新平台，据该校昨日表
示，将依托厦门大学电子科学与
技术学院为建设主体，具体方案
正在制定中。
厦门大学电子学科历史悠
久，是全国最早开办电子类相关
学科的高校之一，也是最早成立
半导体学科的高校之一。厦门大
学曾研制出全国第一台晶体管收
音机，第一个磷化镓红色、绿色、
黄色平面发光二极管，第一台平
板示波器。中国半导体物理学科
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
院院士谢希德，美国国家工程院
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萨支
唐，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启明、陈星
弼、
阙端麟，
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居
衍，
台湾新竹科技园创始人、电机
学家何宜慈，微传感器技术创始
人之一、
电机学家葛文勋，都是厦
大杰出校友。目前，
该学院也是国
家示范性微电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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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车 有“4S”店——
—动 车
运 用 所，普 速列 车 也有 自 己 的
“4S”店，
即客车整备所。昨日，
记
者从厦门铁路指挥部了解到，厦
门北客车整备所于4月25日竣工
验收，目前在进行试车，计划7月
10日正式投用。届时，
厦门普速列
车检修即将有“新家”，岛内12对
普速列车将随之“出岛”，调至厦
门北站始发终到，而17对动车组
将调整到岛内厦门站始发终到。
目前，普速列车的客车整备
所位于岛内莲坂一带。新建的厦
门北客车整备所是由既有的厦门
客整所迁建的，位于同安区刘塘
村境内，厦门北站东北侧、白云大
道西侧，距离厦门北站约3公里。
厦门北客车整备所共设整备线8
条（其中4条棚库作业线）、存车
线5条、
临修和不落轮镟线各1条；
机务折返所设机车走行线、停放
线、
整备线、
尾线各1条，总铺轨里
程约14.
746公里，新建整备棚、临
修库、单身宿舍等生产生活房屋
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

投用后，厦门北客车整备所
主要为时速160公里以下的列车，
包括时速160公里动力集中动车
组——
—“绿巨人” 和普速列车提
供检修等整备服务。
厦门铁路指挥部介绍，厦门
北客车整备所与厦门北动车运用
所是厦门市与南昌铁路局集团公
司合作的重点项目，是厦门铁路
枢纽重要的运输配套设施。两个
项目于2014年12月开工建设，动
车所于2017年12月投用，厦门北
客车整备所将于今年第三季度铁
路调图当日——
—7月10日投用。
据了解，迁建客整所主要考
虑是岛内既有的厦门客整所整备
能力已饱和，无扩容条件，同时也
为了满足厦门北站增开普速列车
的需要。有关人士介绍，
厦门客整
所迁建完成，不仅有利于厦门站
释放能力，为开行更多中短途动
车组创造条件，还有利于充分发
挥厦门北站能力优势，未来有望
开行更多时速160公里的 “绿巨
人”列车，
满足更多旅客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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