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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ECONOMY产经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日前 ，张江高科技园区传奇广场 3楼内，

中国首家以 IC（集成电路）产业为主题的咖啡

吧正式开业。继 I Talk等平台之后，张江又多

了一个创业者梦想汇聚的舞台。更为自由的

创业环境在张江逐步形成。

从会议室到咖啡室

在 IC咖啡门口一侧，一块大屏幕实时显

示着新浪微博信息，到了晚上，一群张江 IC人

就在此聚会。

据介绍，IC咖啡吧（上海店）由 60多位 IC
圈内资深的热心人士共同发起，成员广泛分布

在 IC产业各个领域，包括 IC设计、FAB及封测、

IC分销代理、电子通信整机、IC类专业媒体及

对 IC有兴趣的投资界等，旨在为 IC业内朋友搭

建一个拓展人脉、寻找商机的交流平台。

事实上，IC咖啡吧并不是张江第一个创业

者聚会的形式。在张江地铁站附近，I Talk论

坛在每周三晚上准时开始，自 2008年成立以

来，已经成功举办了百余期。该沙龙是在浦东

新区科学技术协会的支持下，由上海市计算机

行业协会、上海浦东信息化协会、上海浦东创

业投资广场、上海浦东移动通信协会及中国计

算机学会YOCSEF五家单位联合发起，不收门

票，也没门槛，有志于创业的人都可来聆听。

随着 I Talk、IC咖啡吧等创业者聚会的形

式陆续兴起，创业者们从会议室走进了咖啡

吧，张江的创业环境更加自由、轻松、紧密。

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2004年扎根张江的亚申科技研发中心(上
海)有限公司总裁权华博士，一直以来就十分

渴望这种自由的创业气氛。她曾在硅谷工作

过很长时间，“那里有一条街，很多咖啡馆，行

业里的人都在咖啡馆里探讨前沿问题。往往

一杯咖啡，一台电脑，就可能有一个新的商机

产生了，张江应该多一些这样的场所。”

IC咖啡馆一经问世，就迎来众多 IC公司

高层的瞩目，并将此作为一个聚会的场所。而

IC咖啡吧的主办者也开始不定期地举行系列

主题活动，包括科技创新、投资融资等多方面

的内容。

在创业者的交流中，智慧的火花被碰撞出

来了。如在 I Talk论坛上，当“物联网”概念还

没有普及时，上海市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的王漫

博士就进行了题为“物联网展望”的演讲。当

Iphone软件平台大热时，I Talk就举办了《云计

算与 Saas应用商店》议题……不少企业在此寻

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 I Talk论坛的主题

中，60%集中在软件和互联网应用范畴，30%在

移动互联网设备范畴，10%是新经济生活范畴，

所有议题均为行业热点。

从各自为政到共享平台

当被问及为什么要办 I Talk时，其发起人

上海中科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孔华威说，最初

就是想为张江聚集一些 IT人气。随着 I Talk的

不断深入发展，其目标逐渐清晰可观：影响有影

响的人，“就是要让前沿的思想信息在这里得到

交流，让最新的技术和产品在这里得到发布推

广，要让最新最犀利的观点在这里激荡传播。”

如今的 I Talk同时还是一个新产品发布

的平台。当初创型的企业，在其通过技术、市

场、投资等初审后，I Talk就会择机为其做产

品发布。目前已陆续发布了国内首款双屏金

融机（财经资讯终端机）、上海晶亨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设计生产的“新型太阳能充电器”等。

据悉，越发成熟的张江高科技园区正以打

造世界顶级的高科技的乐园、创新创业的乐园

为目标前行。为此，张江正不断完善各种扶持

政策，目前已经出台了《张江新十条》，园区将

探索企业参与管理的新机制，并开通了服务热

线，一个电话就能提供包括住房、出行、签证、

子女入学、企业投融资在内的各种服务。

此外，股权激励、市场化评选人才等创

新举措也将在今年进一步深化，张江提供的

适宜创新的“土壤”，将培育更多创业的“幼

苗”。

张江培育自由创业环境
国内首家IC咖啡吧开业

■通讯员 夏冰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日前，上海莱铂电子制造有限公司与外

高桥集团（启东）产业园有限公司正式签订《5
号厂房租赁合同》，租赁面积3000平方米，计

划今年7月入驻。

据介绍，莱铂电子是一家外高桥保税区

港资企业，专业从事印刷电子标签、条形码贴

纸、高温标签、防伪标签、环保标签等产品

的生产。目前，该公司在保税区联合公司园

区内已建有约 1000 平方米的实验研发基

地。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莱铂电子希望在

上海周边地区设厂生产其研发产品。

得知这一情况后，外高桥集团（启东）产业

园有限公司凭借与莱铂电子多年来良好的合作

基础，通过为其量身设计物业方案及未来投资

规划方案，奠定了双方深化合作的前提，最终促

使莱铂电子将其生产项目落户启东产业园区。

随着外高桥着力打造国际贸易示范基地，

产业不断转型、能级不断提升，“上海研发+启

东生产”这一地区功能组合优势越发明显。

据悉，今年以来，已有80家企业及律师、

会计、房产、商会等中介机构实地考察启东产

业园，其中不少投资者对启东产业园区表现

出浓厚兴趣。

莱铂电子7月入驻
外高桥启东产业园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展讯通信有限公司日前举办了 2012展

讯新产品推介会，邀请众多手机设计公司、手

机制造厂商、合作伙伴等共同参与，分享其开

发的最新尖端技术成果，并在会议现场展示

了低成本智能手机芯片 SC6820和 2.5G基带

芯片SC6530等多款手机终端。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数据显示，2012年 4
月，全国手机市场出货量为3528.7万部，比上

年同期增长 16.6%。其中智能手机出货量为

1811.4万部，市场占有率过半。预计今年智能

手机年出货量超2亿部，并呈现快速增长的趋

势，其中大众型智能手机市场需求增量迅速。

在会上展出的基于展讯 SC6820的智能

手机，不仅可以提供与中高端智能手机上相

同的用户体验，同时也将极大满足消费者对

大众型低成本智能手机的期望。展讯

SC6530产品是业界首款采用 40纳米工艺设

计，将基带与射频收发器集成于单芯片的

2.5G产品，兼顾了产品的性能、成本和集成

度，以较低的成本实现更高的性能。

2012展讯新产品推介会分为展讯产品

研讨会及展讯核心合作厂商成果展示两大部

分，汇聚了包括搜狐、腾讯、百度、新浪、土豆

网等众多著名的移动互联网应用商。

展讯通信举办
新产品推介会

■见习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6 月 3 日，为期 4 天的第十四届中国国际

模具技术和设备展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

心闭幕。主办方最新统计显示，展会展出的

大中型先进设备逾 700 台（套），各类模具超

过 1000 多件（套），设备、模具及其它展品价

值超过 4亿元人民币。预计现场中外展商总

成交额将超过上届的 7.15 亿元人民币，创下

新高。

据了解，本次展会共有约 1500 家展商参

展。全球高端精密机床企业德马吉、阿奇夏米

尔、哈斯自动化，高精度测量仪器企业海克斯

康、蔡司等行业巨头纷纷携带自己的新产品到

场。东风、一汽和江淮等国内知名汽车模具制

造公司也悉数到场，展示中国模具企业风采。

据中国模具工业协会会长曹春华介绍，2011年

我国模具进出口总额为 52.40 亿美元，相比

2010年增长 23.06%，其中进口总额为 22.35亿

美元，出口总额为 30.05 亿美元，分别增长

8.37%和36.87%。

除了大中型设备在展会受到关注外，与生

活相关的小设备也着实吸引观众的眼球。比

如在E6馆展出的一台手卷式钢琴，与传统观念

上的钢琴大相径庭，不仅不需要占据庞大的

空间，而且随时随地连上音箱就能演奏出美妙

的音乐。钢琴的琴面和普通的鼠标垫一般薄，

键位则跟电子琴类似，演奏时的手法也与平时

无异。不用时只要手卷便可收起，极为方便，

700元的价格让不少观众心动。

知名企业展示中国模具业实力

■本记者 陈烁 浦东报道

金桥再生资源公共服务平台，通过建设

物联网回收再生资源的新模式，引领了行业

发展。近日，经专家评审、社会公示，该平台

被认定为“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

此前，金桥再生资源公共服务平台还被

确认为首批“中日技术合作环境教育基地试

点单位”之一。国家环保部宣传教育中心与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共同组织专家实地走访

评审后，确定了全国 13家环境教育基地，金

桥再生资源平台是上海唯一一家。

金桥再生资源平台
被评为市高新企业

油价下调让经受高油价煎熬的航空公

司“久旱逢甘霖”。然而，同样的利好消息却

在国内与国际航线上反应不一。航空燃油

附加费为何国内“降温”国际“发烧”？

国内国际反应不一

国际油价下跌，国内油价得以“降温”。据

国家发改委通知，6月1日零时起，国内航空煤

油的销售价格，由每吨 7976元，下调至 7509
元，每吨下调467元。

伴随油价下跌，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应

声下调。记者6月1日从携程旅行网了解到，

目前，山东航空等国内航空公司已发出通

知，自 6月 5日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全

面下调，成人旅客乘坐 800公里（含）以下航

段，由 80元调整至 7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

由150元调整为130元。

据携程旅行网介绍，尽管目前还没有收

到国航、东航、南航等国内航空公司的下调

通知，但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的涨跌幅度具

有一致性，6月份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

已成定局。这是今年以来国内航线燃油附

加费的第一次全面下调。

尽管同处于国际油价下调的背景下，国

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却逆势上扬。据携程旅行

网介绍，汶莱皇家航空、阿提哈德航空等纷纷

自 6月 1日起上调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大

韩航空、韩亚航空将从 6月 15日起上调国际

航线燃油附加费，美国联合航空早在 5月 17
日起就已上调。目前，6月份下调燃油附加费

的航空公司仅有香港航空（快运）一家。

上调燃油附加费的国际航线主要是从

我国飞往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国际航线，

上调幅度不一。

油价与供求共同作用

油价下调，燃油附加费涨跌为何在国内

与国际航线表现不一？业内人士认为，这与

燃油附加费定价机制以及市场供需有关。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已与油价形成联动

机制。根据规定，国内航空煤油综合采购成

本累计调整幅度若超过每吨250元，航空公司

可对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行调整。而此轮

航空煤油价格的下跌幅度超过了每吨250元，

因此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有所下调。

而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除了受油价涨

跌的影响外，还与市场供需关系密切相关。

据携程旅行网介绍，目前正处于国际航线的

旅游旺季，有市场需求支撑，航空公司也有

上调燃油附加费的基础。此次国际航线燃

油附加费上调的主力是外航，当前的油价下

调与市场需求旺盛为航空公司提供了抬升

经营业绩的机会。

对于国内航空公司而言，油价下调是期盼

已久的利好消息。今年以来燃油成本已经上

升到占整个航空业成本的34%。2011年中国

航空公司收入上升 18%，但利润却同比下降

14%，今年一季度三大航空公司净利润同比下

滑幅度皆超70%，主要原因就是燃料价格上涨。

国际航协理事长汤彦麟表示，当前在中

国机场加油的油料价格仍是世界上收费最

高的地区之一，把价格降到国际标准还有空

间。 （据新华社电）

航空公司调整燃油附加费

国内降温国际发烧

图为E6馆展出的一台手卷式钢琴，吸引了不少参观者。 □见习记者 王延/摄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6月 4日，第七届上海国际葡萄酒品评赛

在外高桥保税区拉开帷幕。该赛事由中国贸

促会上海浦东分会、上海外高桥国际酒类展

示贸易中心有限公司主办，为期三天，将评出

金、银、铜及各类最佳单项奖，6月 8日将公布

比赛结果。

据介绍，上海国际葡萄酒品评赛（简称SI⁃
WC），是亚洲地区排名前三的国际性葡萄酒品

评赛，自2006年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六届。在

赛制、评委以及酒样收集方面，均向伦敦酒评

赛看齐，完全按照国际通用规则进行，是亚洲

地区最权威公正的葡萄酒品评赛之一。

本次参评的酒样达到近千种，在赛制设

置方面，品评赛采用了国际通用的盲品法，即

把所有参与品评的葡萄酒的产地、品种、年份

等信息隐去，由评委通过气味、品尝、观色等

手段品评，以保证活动的公平性和权威性。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品评赛还首次引入

了“民间评委”。在赛事举办期间，每天将开

放 10名公开名额，邀请国内的葡萄酒忠实粉

丝甚至是初入门径的消费者，与这些国际评

委们共同品鉴。

此外，与本次大赛同名的博客和移动终

端程序都在赛前上线。普通消费者可以通过

微博关注，实时了解酒评赛现场动态，更可以

通 过 下 载 名 为 "SIWC" 的 移 动 终 端 程 序

（iPhone、iPad、安卓平台），及时了解本次比赛

的图文视频信息。

千种国际葡萄酒浦东参赛
国际专家正在品酒。 □本报记者 张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