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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杨珍莹

作为国内首个全业务“公有云”

服务平台——由浦东软件园汇智科技

有限公司推出的“浦软汇智 IT服务

云”即将在 6 月底正式上线，浦东

“云计算”应用正在加速落地。

IT服务：变“买”为“租”

中小企业起步期，往往需要花费

大量的先期成本，随着 IT技术的应

用和发展，企业对 IT服务的需求已

经从单纯的PC单机转向更高层次的

应用。

以一家20人规模的企业为例，如

果要构建一套 IT基础设施，包括硬件

设备、网络带宽、软件等，少说也要

数万元以上，更何况广大中小企业

里，专门配置的 IT人员又少，况且

IT应用人员对系统的了解也是云里雾

里，说不清楚业务诉求，这就给 IT采

购人员在软件选型时带来了更大的难

度。

而这一切即将通过“浦软汇智

IT服务云”得以解决，通过月租或

年租的形式，企业将在这一云平台上

获到服务。如企业需要建立一套邮件

系统，以往单购买一套正版软件就需

要 2000元以上，还不算上服务器托

管、配置系统维护人员等成本，而现

在通过云服务平台，预计费用在 200
元/年/人，这种变“买”为“租”的

形式，将大幅降低初创中小型科技企

业的创业成本。

形象地说，“浦软汇智 IT 服务

云”就相当于一个 IT 服务“资源

池”，企业需要什么类型的服务，通

过在线支付等方式，就可以直接购买

年次或者月次服务，平台发送一个

IP地址给企业，通过互联网，企业

所需服务都可以在网上进行，这才是

真正意义上的云服务平台。上海浦东

软件园汇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晓

平如是说。

“云”可以无限扩容

据悉，6月底启动的是“浦软汇

智 IT服务云”一期，机房面积达900
多平方米，配置150个机柜，百余台

服务器，300 多 TB(1TB=1024GB)硬
盘空间，率先满足浦东软件园入驻近

500家公司及张江高科技园区的中小

型科技企业的需求。

“云”中的资源还可以无限地扩

展。“这个平台是开放的，容许接入

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应用软件，以

及商业工具和服务。比如，其他企业

研发的软件系统也可以放到这个平台

上，供企业选择，让这个‘资源池’

越做越大，硬件、网络配备也将随着

用户的增多得到扩容。”郭晓平解释

说。

按照规划，“浦软汇智 IT 服务

云” 二期将惠及长三角地区、三期

将计划在北京、广州等地设立分

点。未来将汇集国内数千家专业的

独立软件供应商提供产品和服务，

让企业最大化减少投入成本，提升

应用价值。

浦软构建IT服务“资源池”

“公有云”服务平台即将上线

本报讯 （记者杨珍莹） 盛大

文学 6月 7日宣布，已与汉王科技、

金嘉电脑、新浪微博、豆丁网、3G
门户等多家公司达成合作。合作完

成后，汉王电纸书、金嘉 inpad平板

电脑、新浪微博等多个产品将接入

云中书城，这将有助于盛大文学通

过更多渠道推广其签约的数字图书

作品。

盛大文学首席开放战略官、盛大

文学副总裁林华表示，“此次合作，

标志着盛大文学在上线店中店平台对

内容提供商开放后，在开放战略的道

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这将有助于内

容商借助云中书城平台通过更多的渠

道推广其数字内容。”

据悉，盛大文学运营平台云中

书城将向汉王开放，汉王的用户可

以通过汉王电纸书系列产品登陆云

中书城阅读盛大文学签约作品内

容，盛大的在线支付平台盛付通将

作为双方合作的在线支付平台之

一，接入汉王的支付渠道。除汉王

科技的终端产品汉王电纸书将接入

云中书城外，国内平板电脑厂商金

嘉电脑的 inpad产品也将接入盛大文

学云中书城。

此外，盛大文学与新浪微博强

强合作，双方用户相互绑定。作为

全球最大的中文文档分享平台之

一，豆丁网将开设云中书城频道，

豆丁用户除了获得最实用的文档资

料外，也可以在豆丁网阅读丰富的

图书内容。

盛大文学推广
数字图书作品

本报讯 （记者张匀初）日前，上

海世和置业与祝桥镇签署了战略合

作协议，由上海世和置业在祝桥地区

建设“上海世和空港中心”。该中心

将提升祝桥地区整体投资环境，并为

中国商用飞机产业提供配套服务。

由上海世和置业投资建设的世

和空港中心项目，包括五星级上海万

和丽笙酒店、写字楼和商业广场。其

中，万和丽笙五星级酒店将由国际著

名酒店管理公司美国卡尔森国际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管理。酒店总

建筑面积 2.7 万平方米，总投资 6 亿

元，酒店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开工建

设，2014年底竣工。项目建成后，将

成为上海浦东国际航空港的地标性

建筑。

项目地块位于祝桥文化服务中

心东北侧，靠近航亭环路，占地 100
多亩。为保证项目开工，祝桥镇政府

正在抓紧工地的“三通”准备工作。

为大飞机产业提供配套服务

祝桥将开建五星级酒店

今日嘉宾：丁骥
（广发证券投资者教育部）

主持人：记者 俞丽辉

新闻话题：

6 月 7 日，由于询价对象不足 20
家，八菱科技成为A股首家中止发行

公司。根据相关规定，该公司中止发

行后，可以在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内，经

向中国证监会备案，重新启动发行。

八菱科技在路演推介过程中，询

价机构只有19家。根据《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第32条相关规定，“初

步询价结束后，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在

4亿股以下，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

象不足20家的，发行人及其主承销商

不得确定发行价格，并应当中止发

行。”

根据八菱科技公布的招股意向

书，拟发行不超过 1890万股，发行后

总股本不超过 7551.92万股。该公司

主营业务为热交换器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目前主要产品为汽车散热器和

汽车暖风机，主导产品汽车散热器是

汽车发动机水冷系统的关键零部件。

嘉宾观点：

据我了解，八菱科技此次发行之

路颇为坎坷。该公司4月11日首发申

请成功获批，但直到近日才启动发

行。而就在发行前几天，公司可能受

到了投资者一些质疑。公司招股说明

书显示，八菱科技的客户确实比较集

中，主要包括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柳

汽、重庆长安、一汽解放、奇瑞汽车等

国内知名整车制造企业。2008 年、

2009年和2010年三年，公司对前5名

客户的销售额占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

分别为 71.73%、83.30%和 81.22%。

总的来说，这反映了二级市场倒

逼一级市场发行制度改革的趋势。但

也跟目前市场不理想有关，如果市场

走好，估计这样的事件不会没有，但会

很少。只要报价合理，相信机构投资

者还是愿意参与的。

今年以来，新股破发潮频现、新股

发行估值中枢下移，原因比较复杂：一

是紧缩的货币；二是萎靡的二级市场；

三是上市公司盈利预期下降；四是融

资、再融资源源不断。这些原因不是

目前阶段的特殊现象，而是破发潮高

起时的共同现象。

八菱科技首发中止
成为A股“第一案”

本报讯 （记者杨珍莹）据浦东新

区张江小额贷款公司最新统计显示：

截至 2011年 5月 13日，累计发放贷款

额突破10亿元大关。

经过两年多的运行，张江小额贷

款公司由注册资本 1亿元增长到 3亿

3千万元。作为上海市规模较大的小

额贷款公司，该公司针对多数高科技

中小企业缺乏实物抵押贷款的能力，

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先后尝试了

纯信用贷款、短期周转贷款等项目，促

使不少中小科技企业快速成长。其

中，纯信用贷款比例已经占据 1/3，最
大做到单笔500万元。

据悉，今年，“张江小贷”将实现张

江高科技园区核心园范围内的微小企

业全覆盖。

张江小贷累计
放贷额破10亿元

本报讯 （记者杨珍莹）8日，继

科大智能成功登陆创业板后，另一家

张江核心园企业——钢联电子在深圳

创业板上市，发行普通股 4000万股，

其中首次上网定价公开发行的800万

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交易。证券

简称为“上海钢联”，证券代码为

“300226”。
钢联电子成立于 2000 年 4 月 30

日，注册资金 3000万元，是集钢铁资

讯、电子商务、网络技术服务为一体的

全国性大型综合 IT服务企业，提供专

业的钢铁资讯交互平台、一站式钢铁

电子商务服务。该公司运营的“我的钢

铁”网，是我国最大的钢铁及相关行业

垂直类B2B电子商务网站，截至 2010
年底，拥有29.32万家可有效联系的注

册会员，其中注册收费会员3.23万家，

其信息费收入和增值服务收入为公司

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钢联电子上市
成为张江第二家创业板上市企业

据新华网9日电 6月 8日，中国

银联正式发布了在线支付和互联网手

机支付业务，用户银行卡无需开通网

银，也可通过其完成各种网上业务的

在线支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平

台已经与铁路网上售票电子支付系统

对接，有望实现铁路网上购票。

据介绍，银联在线支付平台将能

够提供境内外网上购物、缴费、慈善捐

款、商旅预定、信用卡还款等支付服

务。用户在银联网站上注册后，无需再

到发卡银行开通网上银行功能，只需

使用银行卡号和相关认证信息就可完

成在线支付，货到付款时无需提前向

第三方账户划款，交易资金在个人银

行账户内冻结，由银行完成预授权担

保，避免了利息损失和资金挪用风险。

凭着“国内唯一的银行卡联合组

织”这一官方背景，银联宣布已有 157
家银行签署了业务协议，并已有60多

家国内主要的银行接入了其无卡支付

服务平台。

银联官网上的相关信息显示，京

东商城、苏宁易购等数十家电子商务

网站已成为其在线支付业务的首批商

户，并已提供了银联在线支付方式。

“浦软汇智IT服务云”正进入最后的测试阶段。 □记者杨珍莹/摄

银联：无需开通网银
也可在线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