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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芯片有多火

近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的
“2019 飞腾生态伙伴大会”上，记者目睹
了国产芯片之红火。会议尚未开始，会场
已爆满。不仅座位异常密集，两侧及过道
都站满了人。一位晚到的发言嘉宾甚至
差点进不去场地。

“我们也没想到会这么火。”会议举办
方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窦
强告诉记者，“原本预估会议规模 800 人
左右，后来仅网上报名就超过 2500 人。
投资机构、行业用户、上下游合作伙伴等
全来了。”

和其他几家国产 CPU 处理器龙头企
业一样，飞腾早在 20 年前就开始自主研
制芯片。近几年技术上大幅提升，但市场
上大多服务于特定领域。2018 年以来，
市场需求明显提升，企业明显感受到未来
行业高速扩张的势头。

“一年多来订单快速增长，咨询合作
和投资的越来越多，有些产品供不应求。
保守估计，未来我们年供货量会从几万
片、几十万片增长到百万级。今年营收预
计较去年增长超两倍，未来会保持高速增
长，2024 年我们力争实现年营收超过 100
亿元。”窦强说。

当前，加快国产芯片应用对保障国家
安全、避免受制于人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专家普遍认为，我国芯片行业正进入发展
腾飞期，当前的蓬勃发展只是刚刚开始，

一些优质企业未来会出现爆发式增长。

市场前景在哪里

作为整个信息系统的“大脑”，芯片无
处不在。过去由于技术、生态等各种原
因，导致国产芯片推广难、应用难。但现
在，事情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可能国产芯片还没进入你的笔记本
电脑，但你办公室的台式机、你使用的个
人征信查询机、云平台，给你家供电的发
电厂，你存钱的银行，都已经部分使用“中
国芯”。

你乘坐的高铁、自动售检票已实现国
产控制系统试点应用；电信运营商也正和

国内芯片厂商开展联合研发……
“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里，国产软

硬件对原先市场垄断者的替代将是网络
信息领域的新常态。”中国工程院院士倪
光南说。

据腾讯云 TStack 首席架构师贺阮介
绍，腾讯的云平台 TStack、政务微信、云安
全防范系统都已经成功迁移到飞腾系统，
数据库和大数据套件的迁移将在明年初
完成。

窦强坦言，和国外先进厂商相比，国
产芯片差距还是比较大，但正在从“不可
用”到“基本可用”、再到“好用”转变。大
数据、云平台、工业物联网的快速发展和

未来 5G应用，将提供诸多机会，整个产业
市场规模将是万亿级。

做大“朋友圈”是突围关键

业内人士认为，国产芯片要真正实现
价值，不仅要紧跟前沿技术发展趋势，更
要与传统产业融合，联合各行业加快相关
应用场景落地、加速迭代。

这意味着，国产芯片“朋友圈”的大
小、使用者的多少将成为突围关键。

“如果将网络信息产业比喻成一棵
树，芯片无疑是树根。只有和树干、树枝、
阳光、空气等彼此兼容，形成良好生态，才
能开更多花、结更多果。”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信息中心副主任苗占禄说。

“上下游联合”“跨界合作”正在成为
国内芯片企业的“新玩法”。比如，围绕政
务、金融、电信、能源、交通等关键行业持
续发力；与浪潮、联想、紫光等服务器厂商
携手合作；和百度、阿里、腾讯等共同探索
面向云服务数据中心的解决方案等。

“只有开放联合才能携手共赢，这一
点国产芯片走过很多弯路。未来 5 年飞
腾将投入超过 150亿元用于新品研发、生
态建设和客户保障。”窦强表示。

“尽管我们有短板，但也有‘互联网应
用’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长板。应该大
力发扬这些长板，通过应用牵引促进芯片
技术和产业发展，从而带动基础方面的提
高。”倪光南说。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国产芯片：昙花一现还是未来趋势

非法挖采长江江砂后，在船上分离
卵石、“洗”出金砂，含有大量水银的有毒
炼金废料直排长江。犯罪团伙通过家族
经营、暴力垄断，组织“联营船队”疯狂敛
财，污染长江，4 年多非法盗采涉案金额
达 1.2亿余元。

长江流域首例非法采砂盗取金砂案
近日在湖北省松滋市一审宣判，揭开了
不法分子非法采砂、炼金敛财的黑幕。

“洗金船”江中采砂炼金
大量水银废料直排长江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位于湖北荆
州的江陵县南兴洲从江畔延伸，与长江
大堤夹成一个宽约 300 米的港汊。港汊
内，停泊着一批被扣押的非法采砂船。
其中一艘改装船十分特殊，能够边采砂
边“炼金”。

“大多数采砂船都是从江底采挖砂，
作为建筑材料销售牟利。”松滋市公安局
刑侦大队中队长蹇永亚介绍，这艘改装
船作业目的并非获得江砂，而是瞄准这
个区域特殊的矿产——金砂。

长江松滋段河道内砂石品相优良，
以盛产金砂闻名，自古就是盛产水中“软
黄金”之地。经湖北冶金地质研究所采
样鉴定，长江松滋涴市江段河床所采得
的河砂矿物组成中，金含量达平均每吨
0.16克。

以往在长江采砂的船主们对长江松滋
段的金砂价值并不了解。犯罪嫌疑人郑某
曾从事过黄金生意，为实现利益最大化，郑
某等人打造了一条“洗金船”，将随泥沙采
集上来的金砂制作成“水银金”出售。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这艘“洗金船”
上，砂被分离出来后，所剩卵石被运走销
售。为得到含金量 50％左右的“水银
金”，在“洗金”过程中，会用到水银。“洗
金”剩下的泥沙、水银等废料未经任何处
理，就直接倒入长江。

业内专家介绍，非法采砂可能改变
长江河床，破坏航道，而直接倒入含有大
量水银的废料，严重污染江水，直接威胁
河段生态系统安全。据测算，到案发时
郑某等人共盗采卵石 640万吨，价值 8800
余万元；用“洗金船”盗采金砂 2.27万吨，
价值 4000余万元。

家族经营暴力垄断
收取“管理费”打造“联营船队”

办案人员介绍，自 2014年以来，郑某
等人打造了非法采砂船“华龙号”，并非
法控制 9 条采砂船组成“联营船队”，分
时段、分班次盗采金砂、卵石，平均日采
挖量上万吨。

据郑某供述，他们和另一个团伙联
手，利用刑满释放人员，采用打砸等暴力
手段强制组成船队 ，垄断当地砂石资
源。只有缴纳管理费加入“联营船队”的
船只，才能在松滋市涴市江段采砂。

按 照 大 船 每 天 4000 元 、小 船 每 天
2000元，或以每采 1吨砂石收取 1元的标
准，郑某等强行向联营采砂船收取管理
费。据统计，这个团伙先后收取管理费
82 万余元，当地卵石供货价比市场价高
出两至三倍。卵石销售范围包括四川、
重庆、湖北、安徽、福建等 9 个省份，几乎
遍及整个长江流域。

对于核心的“洗金”业务，郑某只安
排信得过的家人参与。他从福建老家找
来弟弟、妹妹、儿子、女婿等 5 人加盟，通
过家族控制，实现金砂采挖、提炼、运销
一条龙运营。盗采的金砂提纯加工后，
全部销往福建福州以及湖南益阳等地。

对不服从管理的船主和举报群众，
他们就恐吓威胁甚至殴打。曾有外地船
主计划在涴市江段采砂，因不听从“管
理”，遭到多名打手殴打，最终被迫离
开。一位村民因举报这个团伙非法盗
采，遭到数十次恐吓和殴打，房屋玻璃全

被砸碎，家里大门也被车撞。
为牟取暴利，这个团伙连执勤民警

都敢袭击。2016 年，一艘采砂船拒绝缴
纳所谓“管理费”，郑某组织 20 余名闲散
人员手持管制刀具、鱼叉准备斗殴。正
在巡逻的涴市镇派出所民警表明身份后
朝天鸣枪示警，抓捕过程中头部遭鱼叉
袭击受伤。

有执法人员成“保护伞”
团伙主犯获刑20年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荆州警方
抓获包括郑某在内的犯罪嫌疑人 47 人，
扣押采砂船、“洗金船”等共 15 艘，冻结
房产 5套，合计资产 8577万元。

郑某团伙为何能如此猖獗地大肆非
法采砂？随着案件深入侦查，郑某团伙
背后的“保护伞”浮出水面。办案人员介
绍，荆州市港航局船舶检验科原科长陈
某收受贿赂，借用一艘准备报废的“龙华
号”资质，为郑某所有的“华龙号”办理船
舶登记手续，帮助船舶入籍，使其在未取
得“采矿许可证”“河道采砂许可证”的情
况下采砂。

在涉黑团伙的“糖衣炮弹”下，有的
执法人员甚至与团伙沆瀣一气。松滋市
水政监察大队驻守涴市码头相关执法人
员，不仅纵容郑某团伙非法采砂，还驱赶
查处外来采砂船，并向“联营船队”提供
举报群众的电话，导致群众被打击报复。

近日，松滋市人民法院审理宣判了
此案。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等十
人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行贿罪，主
犯郑某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
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为该黑社会组织提供保护和方便的
姚某、陈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罪名成立，分别被
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据新华社电

“洗金船”长江大肆非法采砂炼金
涉案金额达1.2亿元 团伙主犯获刑20年

新华社武汉12月 22日电 每年清
明节，武汉铁路公安民警都会来到武汉
市九峰革命烈士陵园，缅怀长眠于此的
烈士喻继刚。

喻继刚出生于 1958 年，1975 年 10
月参加工作，1982 年 3 月参加公安工
作。喻继刚历任武汉铁路公安处乘警
队、汉西车站派出所民警、警长，是三级
警督。

1999 年 1 月 20 日晚 9 时许，在汉西
站南泥湾道口执行任务时，喻继刚突然
发现 1名群众推着自行车钻过警戒栏杆
抢越铁路，这时，长沙至北京的 K2 次列
车疾驰而来。

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之际，他不顾
个人安危，毫不犹豫地冲上去，用力将
这名群众推出轨道，自己却被飞驰的列
车撞出 10 多米远，因伤势过重，壮烈牺
牲。

自 1982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喻继
刚热爱本职工作，刻苦钻研业务，恪尽
职守，默默奉献，严格执法，清正廉洁，
为打击违法犯罪，保护人民利益，确保
一方平安作出了突出贡献。

1992年，喻继刚曾舍身救火被烧成
重伤。他还多次被当时汉西车站派出
所隶属的郑州铁路公安局评为“先进工
作者”和“六佳民警”，荣立个人二等功 1
次，并荣获铁路局劳动模范称号。

1999年 4月 1日，喻继刚被追授“全
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英雄逝去，但英雄的精神长存。近
年来，武汉铁路公安处多次举行缅怀喻
继刚事迹座谈会，勉励铁路民警继承烈
士遗志，为保卫铁路运输安全畅通作出
新贡献。

列车驶来
喻继刚奋力推开群众

龙头企业密集推出新产品、数千亿投资基金就位、概念股全面涨停……时值寒冬，国产芯片行业呈现出非
同一般的火热，整个产业链引发市场高度关注。是昙花一现还是未来趋势？记者进行了多方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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