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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素菲

在电源管理芯片细分领域持续

用力，浦东本土企业晶丰明源经过十

余年不懈奋斗，已成长为国内领先的

模拟和混合信号集成电路设计企

业。在日前举行的浦东第八届总部

经济十大经典样本发布活动中，该企

业荣膺十大经典样本企业称号。

在浦东出生成长壮大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

公司 2008年 10月在浦东张江成立，

是国内领先的模拟和混合信号集成

电路设计企业之一。

2009 年 2 月，公司的第一款芯

片BP2808流片成功。2014年，累计

出货 10 亿颗芯片，年销售额 3.4 亿

元，销售额和出货量均列行业全球

第一，同时顺利通过GE/飞利浦的

认证，正式进入国际一线品牌客户

供应链。2016年，晶丰明源销售额

5.7亿元，进入上海设计企业销售规

模前 10 名。2019 年公司经过股份

制改造登陆科创板，成为新中国成

立70周年庆典后首个在科创板敲响

上市锣的企业。此后两年，公司收

购莱狮半导体和芯飞半导体，成立

ACDC事业部和DCDC事业部，分

别在成都和杭州设立子公司。

到目前，公司除了设在上海浦

东新区的总部之外，在深圳、厦门、

中山、成都、东莞、杭州均设有客户

支持中心，在香港设有国际业务支

持中心。

逆周期加大研发投入

十余年沉淀，晶丰明源不断描

绘点亮世界的“芯”蓝图，深耕电源

管理驱动类芯片的研发和销售，不

断推进产品创新升级。

近3年特别是今年以来，行业发

展受疫情和大环境影响较大。但

是，公司逆周期加大研发投入，期待

在ACDC、DCDC 领域开启新的成

长主线。到今年第三季度，晶丰明

源员工达至 525 人，其中研发人员

347 人，新增研发 83 人，重点投向

ACDC、大电流DCDC方向。

公司研发进展稳步推进，内置

ACDC 方面，2022 年上半年共有 5
颗应用于空气炸锅、暖风机等小家

电的新品实现销售。外置ACDC方

面，公司推出具有 IGBT结构复合管

的 20W手机快充产品，兼顾成本与

效率，市场竞争力显著，目前已进入

市场。DCDC产品方面，公司 10相

数字控制电源管理芯片 BPD93010
和BPD60312已正式进入市场且实

现量产出货，且今年第二季度完成

了向力来托半导体购买电源管理设

计工艺技术及知识产权，自主工艺

能力的完善将有助于后续产品快速

进入市场。其中BPD93010已成功

应用于 CPU、GPU、AI 等大功率计

算芯片供电，可广泛应用于 PC、服

务器、数据中心、基站、自动驾驶等

风口行业领域。

浦东非常适合科技企业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胡黎强介

绍，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被认定为浦东新区区

域性总部，作为集团总部，同时又

是 5 家公司的直接管理方，承担着

人事行政、运营结算、法务及合规、

市场研究、信息管理等统一汇总管

理职能。

胡黎强说，自2008年成立以来，

公司得到了浦东政府部门的许多帮

助。尤其是在评定区域总部过程

中，从 2017年申报开始直到 2021年

通过评审认定，浦东新区商务委一

直给予晶丰明源耐心的政策辅导。

胡黎强认为，浦东的营商环境很适

合企业发展，尤其是对科技型企业

支持力度很大。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11月30日，由勃林格殷格翰主办的

第三届“创新大赛”总决赛在张江科技园ATLATL创新中心收

官。经过商业路演及评审团投票，达歌生物和艾洛森生物科技

两家公司脱颖而出，夺得桂冠。

本次创新大赛共有 11家公司入围决赛环节，带来了多个

领域的创新技术。在一众“决赛圈选手”中，达歌生物带来了

创新技术——独特的分子胶平台以达到靶向分子的特异性降

解；艾洛森生物科技凭借其鼻吸入式疫苗平台来特异性激活

自体免疫以实现长期病毒保护效果的创新成果，获得了大赛

评委们一致认可与支持，夺得本次大赛的桂冠。此外，迈格松

生物科技和大睿生物分别以新颖的迁移体及 siRNA递送技术

获得了最受行业关注奖。

据悉，达歌生物和艾洛森生物科技两家公司将获得勃林格

殷格翰和飞镖创新中心合作的BI-ATLATL联合创新实验室和

4人间办公室一年的免费使用权，以及第二年租金 50%减免。

联合创新实验室有助于让初创企业更加合理高效地配置资源，

让科研团队专注于创新与研发，“直达”下一个里程碑。迈格松

生物科技和大睿生物将会获得由勃林格殷格翰提供的创新研

发基金。同时，对于所有入围项目路演的公司，勃林格殷格翰

中国外部创新合作中心团队都将为他们提供专业辅导，帮助他

们解决发展中遇到的“成长烦恼”，切实为初创团队提供系统且

高效的帮助。

浦东科技和经济委员会总工程师凌刚表示，“勃林格殷格

翰举办的创新大赛是依托浦东张江产业聚集优势、服务政策

优势、创新生态优势的生动实践，有利于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的

创新升级，让真正有创新想法的企业能推进其科技成果。”

勃林格殷格翰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高齐飞表示：

“期待与这些中国生物科技创新团队携手，创造一个更加繁荣

的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最终为造福中国乃至全球的患者，

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本报讯 （记者 陈烁）11 月 29
日，中建二局临港西岛金融中心项

目全面冲出“正负零”，项目南北塔

楼同步完成4层主体施工任务，迎来

又一个重要节点。

临港西岛金融中心是临港新片

区在建最高标志性建筑，位于滴水湖

西岛，总建筑面积28.25万平方米，建

筑主体为两座高 200 米的双子塔

楼。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新片区金融

总部办公为主体的大型城市综合体，

引入银行、证券或保险类行业领域中

排名前列的金融企业总部或其直接

投资的全资子公司。中建二局相关

人士介绍，在临港西岛金融中心建设

过程中，充分运用智慧建造、高效建

造和精益建造管理理念，提升工程品

质，提高建设效率。该项目钢结构施

工总用钢量约3.2万吨，其主楼采用

钢管混凝土+巨型支撑+混凝土核心

筒结构。针对巨型支撑和异形角柱

的复杂节点，项目以计算机模型虚拟

拼装为纽带，模拟其拼装工艺并同步

反馈至设计和加工，实现了设计、加

工、安装的信息共享和交互，达到满

足安装精度的要求。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项目主楼核

心筒采用“智能集成超高层造楼机”

建造。据介绍，这一造楼机具有承载

力高、适应性强、智能综合控制三大

特点，可形象地比作是采用工业化生

产方式的移动“造楼工厂”。其主架

体中设置墙柱钢筋绑扎混凝土浇注

层、墙柱大模板作业层、外墙修补层，

通过智能手段控制，竖向结构的各工

种可以同步流水施工，完成一层施工

后再整体提升，可实现常态化三天一

层施工速度。此外，该建造技术还有

效减少了建筑垃圾排放。

曹路镇：擘画宜居宜业宜学美丽未来

第三届勃林格殷格翰创新大赛收官

扶持本土“新秀”
解决企业“成长烦恼”

临港西岛金融中心项目全面冲出“正负零”

“超高层造楼机”助力实现“三天一层”

临港新片区在建最高标志性建筑——西岛金融中心南北塔楼同步完成4层主体施工。 □中建二局 供图

深耕电源管理芯片技术十余年

晶丰明源：不断点亮世界“芯”蓝图

本报讯（记者 章磊）加拿大一枝黄花作为一种外来的入

侵物种，有着“生态杀手”之称，一旦入侵农业生态体系，会令种

植的作物、果树减产，造成经济损失。近期，新区部署开展了专

项整治行动，累计铲除3084亩加拿大一枝黄花。

据悉，新区林长办于 11月初部署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针对

加拿大一枝黄花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难以根除的特点，采

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遏制加拿大一枝黄花危害扩散，维护城

市景观面貌和生态安全。

在整治范围上，专项行动做到了全域覆盖、联防联控，通知

下发至新区相关委办局和各街镇、各区属集团公司，做到整治

无死角，并对环境重点保障区域、重要道路（河道）两侧、在建工

地、居住区周边等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整治。

此外，专项行动还根据加拿大一枝黄花生长的不同阶段进

行针对性防治。新区林长办还制定发布了《加拿大一枝黄花防

治防控技术要点》，对街镇加强技术指导，综合运用物理和化学

防治措施，达到最佳除治效果。

截至11月底，专项行动已完成第一阶段的整治目标，累计

铲除加拿大一枝黄花 3084亩。新区林长办介绍，第一阶段整

治工作以物理清除为主，明年春季将开展第二阶段的整治行

动，以持续不断的行动把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危害控制在最小

限度。

■陈晔

近年来，曹路镇党委、政府在区

委、区政府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

强化对标意识，加强系统集成，以

“今天再晚也是早，明天再早也是

晚”的工作状态和“扛红旗、夺金牌、

争第一”的精气神，全力做好各项工

作。全镇上下共同擘画宜居宜业宜

学美丽新曹路的蓝图，在广大干部

群众共同努力下，曹路各项工作在

全区层面体现了“进步指数”。

做增量、优存量、
提质量

曹路镇坚持做增量、优存量、提

质量，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发

展。曹路镇多措并举招商引商，通

过“以商招商”“以赛招商”“全员招

商”等举措，吸引更多投资者、青年

创业者扎根曹路，在提高招商成效

的同时，助力青年人才实现创新创

业成才梦想，让曹路成为人才近悦

远来的创业热土。

曹路镇通过“用情”“用智”“用

心”服务，优化区域宜商环境。曹路

镇以大居动迁保障房为房源，为在曹

路工作、生活的各类人才打造社区人

才公寓，同时一揽子解决了农民增

收、社区规范管理、稳定住房租赁市

场等问题，探索出了一条“政府牵头

搭台、市场优势互补、运营服务规范”

的社区人才公寓建设“曹路模式”。

曹路镇以工业园区转型升级为

牵引，通过规划先行、空间挖潜、夯

实基础等办法，推动待开发土地应

储尽储、存量地块加速转型，推进产

业升级、城市更新，不断打开新局

面，在新产业空间中打造经济发展

新格局。

增进民生福祉，提
高生活品质

曹路镇坚持党建引领社区治

理，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提高生活

品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为民

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

要求。镇党委、政府紧紧抓住曹路

百姓最关心最现实的教育、医疗、

交通等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

而行。

教育配套优势凸显，“办家门口

的好学校”在曹路深度落实，“一镇

三校”“宜学曹路”品牌，汇聚了镇域

内3所高等院校和30个中小幼校区

的丰富资源，“华彩·高校”功能性党

支部、百名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

动等项目在曹路社区百花齐放。

交通体系逐步完善，已建成运

行的 9号线、12号线以及正在建设

中的崇明线等轨交设施，给曹路居

民出行提供了极大便利。医疗资源

布局逐步优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阳光苑分中心、七院曹路门诊部投

入使用，极大缓解了曹路群众看病

难问题；未来，伴随着长征医院建成

运营，居民医疗服务将得到有效提

升。此外，老旧小区综合整新、加装

电梯等项目在社区内稳步推进，老

百姓直接受益，获得感不断提升。

通过这些工作，老百姓主动参与社

区治理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干群关

系更加密切了。

“城市让生活更美
好，农村让城市更向往”

曹路镇聚焦城乡融合发展，城

镇开发和乡村振兴同步发力。在城

镇开发方面，曹路镇高起点、高标准

推进新市镇开发建设，用心裁好这

块“大衣料子”，特别是金海路两侧

核心区，正在打造高品质的商业、办

公和住宅。此外，这里聚集了上海

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上海第二工业

大学、上海杉达学院三所高校，未来

这块区域内产学研居联动发展将展

现新形象、新功能。在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上，曹路镇始终坚持“城市让

生活更美好，农村让城市更向往”的

理念。通过开展“五违四必”环境综

合整治、水环境治理、“百日攻坚”行

动、农村道路大中修、美丽庭院、“小

三园”建设等，提升乡村美学价值，

让曹路的乡村真正成为城市功能的

承载区。

未来，曹路镇将继续踔厉奋发，

朝着建设宜居宜业宜学美丽新曹路

的目标勇毅前行，努力让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

续、安全感更有保障，为浦东新区打

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贡献

曹路力量！

新区开展一枝黄花
专项整治行动
第一阶段累计铲除3084亩

本报讯（记者 符佳）奥地利时间 11月 27日下午，2022年

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比赛传来喜讯，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经济与

管理学院学生朱珂勇夺“货运代理”项目金牌，实现中国在世界

技能大赛这一项目中金牌零的突破，同时创造了“English only”
试点项目中国队最好成绩。这也是继上海健康医学院教师吴

怡欣获“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铜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生梁

俊获“网站设计与开发”项目铜牌之后，浦东学子在2022年世界

技能大赛特别赛中再次取得的历史性突破。

世界技能大赛每两年举办一届。作为世界技能大赛正式

比赛，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于 9月中旬至 11月下旬在

15个国家分别举办。11月 16日至 27日，包括“货运代理”项目

在内的 7个赛项在奥地利举行。“货运代理”项目是世界技能大

赛众多项目中 4个指定为“English only”试点项目之一。在正

式比赛期间，选手需全程使用英语、独立完成所有比赛任务。

“English only”项目对选手语言要求非常高。为了克服语言带

来的沟通问题，朱珂进行了长时间的集训，通过高强度和高难

度测试，并努力克服时差问题。在奥地利，她连续 3天与世界

技能好手同台竞技，每天进行长达 6小时的“脑力比拼”，最终

以优异成绩摘取桂冠。

浦东学子再次取得历史性突破

二工大选手朱珂勇夺
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金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