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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诺格：努力做低风速市场龙头老大
日前，位于浦东的上海法诺格绿色能源系

统有限公司传来喜讯，由法诺格自主研发的风

电互补路灯获准在欧洲本土办厂进行生产销

售，这意味着由中国研发的产品——微风发电

机“双飞燕”首次获得欧洲认可。“这是‘双飞

燕’的一次重大突破。”上海法诺格绿色能源系

统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云龙说道。

张云龙口中的“双飞燕”实则是一种低风

速发电装置。之所以称为“双飞燕”，源于这种

风机由两个风轮组成——即一个多叶风轮和

一个三叶风轮。而“双飞燕”的核心技术就是

将两个大小不一的风轮，可以按照不同的风速

进行自由结合和脱离，这种技术被称为超越离

合双叶轮技术。

张云龙告诉记者，多叶风轮较小，它的优

点在于在低风速、低转速时可以为风机提供良

好的启动力矩，而缺点在于当转速提高时，多

叶风轮的捕风效率迅速下降，三叶风轮是风能

发电机中公认的最佳叶轮组合，它的优点是在

较高风速范围内具备理想的风能利用率系数，

而缺点在于在低风速条件下因缺乏启动能力

而无法工作。

这看似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矛盾，却在

张云龙手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其奥秘就在

于构思巧妙的超越离合技术的运用。张云龙

解释说。“双飞燕”中运用超越离合技术可以让

多叶风轮在带动三叶风轮启动做功后，自动脱

离，而当风力减弱，三叶风轮依靠自身力量无

法自行启动时，多叶风轮又会与之接合，由此

达到在低风速下最佳的捕风效率。

统计资料显示，我国风能实际可利用的

50%以上是Ⅲ、Ⅳ类风区，也就是所谓 3.4 米/
秒至 5.4米/秒的低风速地区。目前全国范围

内可利用的低风速资源面积约占全国风能资

源区的 68%。而低风速地区风电装机规模的

发展目标，也从原先的不足 10%提高到 20%，

在“十二五”规划提出的 1亿千瓦风电装机目

标中，有 2000万千瓦的份额属于低风速风电

开发。

记者获悉，与其他风力发电装置相比，该

装置能够实现在微风（2.3米/秒）条件下高效

发电，真正将被常规风能发电技术所丢弃的微

风能利用起来，实现在全年 70%至 80%的时间

内稳定发电。并可抵抗蒲氏13级强台风。

2009年，张云龙的“双飞燕”在浦东南片地

区进行了为期 60 天的效果测试，结果惊人。

在 4级和 4级以下的风力条件下，“双飞燕”的

总放电量是同类传统风机的 4至 7倍，是目前

全球唯一能真正实现“微风高效发电、大风安

全运行”的风力发电技术。

当然，“好的技术，需要由市场来证明。”张

云龙非常自信地告诉记者，在成功取得欧洲的

CE认证后，法诺格已经开始大规模开拓德国、

意大利，以及东欧地区等欧洲国家的离网供电

工程。目前，由上海法诺格绿色能源系统有限

公司生产的风光互补路灯年销售量在近 8000
台左右，年销售收入在1.3亿左右，占国内风能

发电市场的10%，包括内蒙古、青海、新疆以及

江苏等都已开始引进该风能发电技术。

如今，法诺格正在迅速进入黄金战略发展

期，虽然已经有了很好的市场反响，张云龙仍

然没有停止在技术创新上的各种奇思妙想，现

在的他依旧热衷研究，力图将产品做到至真至

美，他说：“努力在低风速市场做龙头老大。”

（记者 陈洁）

法诺格法诺格““双飞燕双飞燕””

主办：浦东新区科协 浦东时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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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常跳绳健康又聪明
跳绳是一项能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和智力

发展的活动，它有以下诸多好处：

能促进儿童健康发育。跳绳能加快胃肠

蠕动和血液循环，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有利

于儿童健康成长。

能确立儿童的数字概念。儿童跳绳时自

跳自数，有助于他们把抽象的数字与实际事

物联系起来，使其初步理解数字的实际含义

与概念。

能提高儿童记忆能力。由于儿童在跳

绳过程中不断地数数，使其大脑皮层处于兴

奋状态，有助于其将抽象记忆转化为形象记

忆。

能促进儿童心灵手巧。人的机体在运动

时会把信息反馈给大脑，从而刺激大脑进行

积极思维，儿童跳绳时自跳自数，可以提高大

脑的思维灵敏度和判断力，有助于儿童体力、

智力和应变能力的协调发展。

能培养儿童的平衡感和节奏感。跳绳时

的动作可谓“左右开弓，上下齐动”，有助于儿

童左脑和右脑平衡、协调地发展，还可以培养

儿童的节奏感。

能帮助儿童确立方位感和培养其整体意
识。儿童在跳绳过程中，有时是单人跳，有时

是双人跳，有时是多人数跳，这有利于儿童形

成准确的方位感。儿童在跳绳活动中，能够

自觉地形成组织纪律性，可以培养其团结协

作精神和集体主义观念。

■实习生 顾凯文 记者 张琪 浦东报道

记者日前从喜马拉雅美术馆获悉，在该

馆展出、原定于 11月 6日闭幕的“荒木经惟：

感伤之旅/堕乐园 1971-2012”摄影展延期至

2014年1月6日。

荒木经惟是一名颇具争议的摄影师，题材

手法多样，被誉为鬼才。本次共展出124幅作

品，荒木经惟拍摄自己的新婚旅行，妻子的病中

以及葬礼，爱猫的死去，观众们从画面中可以体

会到荒木经惟对妻子和生活的爱。参观摄影

展的陈先生也是一名摄影师，他说：“观展后感

触很深，每一张照片里面都蕴含着荒木经惟一

段时间里面所表达的情绪，包括他的妻子和爱

猫奇洛死亡的过程，给我带来深深地震撼。”主

办方称，中日双方几位策展人都非常感动于观

众的热情，以及对摄影艺术和荒木的热爱，几经

商议后展期足足延长了两个月。

本次展会还特别推出“无声之爱”公共参

与展，设有“爱之颜/言”、“爱之舞”、“爱之影”

三个板块，向公众征集照片，故事及物件。

高行镇垃圾分类减量试点一年 居民参与率和投放准确率过半

垃圾“三次分拣”“示范户”做表率

荒木经惟摄影展
延展至明年

■通讯员 田晓儒 本报记者 李音 浦东报道

木板、碎屑、脚手架，还有施工的建筑工人，

这些平日里凌乱的施工现场在浦东机场却不见

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颇具美感的摄影展。

原来，目前浦东机场1号航站楼正在实施

改造工程。机场方面别出心裁，以摄影展的

形式将大厅内的大量施工挡板布置成一面颇

具美感的“照片墙”，并推出“当代名士·映像

寻旅”摄影展，不仅没有影响机场美观，还为

浦东机场塑造了又一道人文景观。

本次摄影展布展于1号航站楼办票大厅。

据悉，影展共分三大板块，展示区覆盖的挡板

面积达1000平方米。摄影展突出人文气息，由

华裔纪实摄影师金峰操刀，为机场旅客营造了

浓郁的文化氛围。摄影师踏遍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厦门、武汉6大都市，用镜头记录

各城市当地知名人士的思考瞬间，探寻当代名

士内涵。摄影展以图片加文字的形式勾勒导

演陆川、设计师吕永中等一批当代知名艺术家

的印象和内心世界，值得旅客细细品味。

机场工地变身摄影展

■通讯员 杨夏杰 陆威 本报记者 黄静

刚刚过去的圣诞节又引爆了浦东机场口

岸的出入境客流。记者从上海机场边检站了

解到，过去一周内，该口岸出入境客流达49万
余人次，日均出入境 7 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11%。其中，出境的内地居民同比增长22.3%。

上海机场边检预计，节日客流高峰将持

续到来，未来几天将达到一个峰值。而这波

节日客流呈现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港澳购物游客流“打头阵”。与往年

一致，中国内地居民前往目的地国家（地区）

中中国香港依旧稳居首位，并且出境前往港

澳的人数呈不断攀升趋势，12 月 16 日至 22
日前往港澳的中国内地居民达到 17281 人

次，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0%。

二是以海岛游为主要内容的东南亚传统

旅游目的地依然火热。以泰国、新加坡、马来

西亚、越南、菲律宾以及印尼等为代表，前往

上述目的地的旅客人数在过去一周里达到两

万余人次；其中，前往菲律宾、越南、印尼的中

国内地居民较去年出现大幅度增加，增幅分

别达到85%、71%和53%。

上海机场边检提醒旅客，在出行前需做

好相关准备工作。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应持

《大陆居民往来港澳通行证》，且务必看清签

注有效期、有效次数以及签注类别。中国公

民组团前往泰国、越南、菲律宾旅游可以办理

落地签证，中国公民持有效因私护照前往印

尼可在雅加达、泗水、棉兰、巴厘岛等国际机

场获得落地签证；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则须

提前办理签证。

浦东机场口岸出现节日客流高峰

内地居民出境同比增两成

■本报记者 张琪 浦东报道

12月 14日至 15日，2013年上海市“嘉定

杯”象棋锦标赛在嘉定体育馆举行，花木街道

勇夺团体冠军。

本次比赛由市体育局主办，市象棋协会、

嘉定区体育局承办，浦东新区象棋协会等协

办，来自全市各区、行业体协的27支队伍，130
多名象棋爱好者参加比赛。本赛事分设团

体、个人项目，经过9轮激烈友好地争夺，花木

街道夺得团体冠军，宇兵夺得个人项目冠军。

市象棋锦标赛
花木街道夺冠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由浦东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办公室委托第

三方进行测评的最新一季度报告显示：在全区

313个垃圾分类减量试点小区中，有5个小区被

评为优秀，其中高行镇 11个小区就有 2个，还

有 5个小区为良好……从 2012年底启动试点，

高行镇居民小区垃圾分类的居民参与率和投

放准确率如今已经超过了50%。

生活垃圾干湿分离

2012年底，高行镇进行居民小区垃圾分类

减量试点，选取了商品房、动迁安置房、老式居

民小区等 11 个小区进行试点，涉及 8900 余户

家庭，人口近2.8万。

在春江花悦园小区，每个门洞前都摆放着

一对干湿垃圾箱，旁边竖立着一块温馨的指示

牌，上面用不同颜色的标识，并图文并茂地说

明垃圾该如何“对号入座”。“我们把复杂的事

情讲清楚，把复杂的程序简单化，时间长了，居

民们就习惯成自然了。”小区所属华高四居党

总支书记黄群告诉记者。据了解，在高行镇试

点的 11个小区里，干湿垃圾箱和指示牌这样

的硬件是“标配”。如果小区基础设施齐全，就

在原有基础上完善；如果条件不够成熟，则进

行全面规划整改。

而除了硬件外，高行镇还在试点小区建立

了一套工作模式，即“家庭-门洞-小区”的“三

次分拣”——家庭居民干湿分类、垃圾指导员

在门洞前辅助分类投放、小区保洁员配合垃圾

分类清运，三个环节层层把关，让生活垃圾做

到干湿两分离。“我们还借助小区的各种活动、

团队宣传垃圾分类，如‘能卖尽量卖，干湿要分

离，有毒需分开’。”黄群说。

开展“示范户”评比

试点小区也想出了不少“金点子”。幸福

小镇是一个混合型的小区，有商品房，有动迁

安置房，有别墅区，户数近 2900户。“小区面积

大，工作量大，只能由点及面循序渐进。”居委

书记张琤介绍，为此他们开展了“示范户”评

比。“志愿者会在垃圾桶边蹲点检查、上楼道走

访，掌握小区内正确分类的家庭，然后通过上

门抽查，当场鉴定，给示范户贴牌。”张琤告诉

记者，垃圾分类示范户的家庭名单还会定期在

小区主要出入口的显示屏上公布。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高行镇试点小区的

垃圾分类志愿者很“给力”。巡查、指导、回

访、监督……试点一年来，志愿者风雨无阻。

火钳不好用，就自制铁钩用来分拣垃圾；垃圾

散发恶臭，志愿者就戴上口罩分拣；一些居民

随意投放，志愿者甚至凭着垃圾里的线索找

到了主人。

华高二居的居民志愿者黄燕芬也感动了

邻里。炎炎夏日，垃圾桶容易滋生蚊蝇。黄燕

芬每次巡视时，都会自备杀虫剂灭虫，然后不

顾恶臭分拣居民投放不正确的垃圾。“她的爱

人是位残疾人，非常需要照顾，但她坚持每天

早、中、晚三次检查，她说，‘从我手中清运的垃

圾桶，绝对不能干湿混装’。”居委党总支书记

管佳琳说，志愿者的表率带动了更多居民参与

垃圾分类。

几名旅客从浦东机场1号航站楼“照片墙”走过。 □浦东机场/供图

■见习记者 李彦 浦东报道

本周末，申城气温将跌至冰点。浦东新

区救助管理站开展“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

工作，对街头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管理。

提供御寒衣被，送上热气腾腾的食物、

发放爱心救助联系卡，浦东36个街镇眼下正

施行 24小时不间断地巡查救助。各街镇救

助管理咨询服务站、1219个救助管理村居委

服务点和6022名志愿者都行动了起来，确保

露宿街头的流浪乞讨人员温暖过冬。由街

道民政、派出所和城管分队组成的“三合一”

专职救助服务队，扛起了街镇层面救助管理

工作的重任，对流浪乞讨人员经常“光顾”的

区域进行巡查，也不放过公园、地下通道、桥

梁涵洞、废弃或待拆迁房屋等“死角”。

冬季救助工作自11月初开展以来，救助

人员也遭遇了尴尬事。一些乞讨流浪人员

习惯了“自由身”，并不愿意接受救助。浦东

新区救助管理站站长董玲表示，像年老体

衰、身体残疾、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救助站

会对他们采取保护性措施。目前，新区救助

站设立的流浪露宿人员临时避寒场所，实行

24小时值班制度，及时接听求助电话及市民

热线电话，并为求助人员配备了充足的棉

衣、棉被等御寒物品，提供热水、热饭、洗浴、

住宿等服务。

截至目前，浦东新区救助管理站共救助

求助人员 432人次。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八

佰伴商圈、塘桥地区、川沙新镇、惠南镇、周

浦镇、南汇新城镇、浦东国际机场等区域都

是救助工作巡查的重点。

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

新区救助站
“寒冬送暖”

■本报记者 蔡丽萍 浦东报道

近日召开的第 12届全国学生运动会第

一次新闻发布会透露：2014年 7月 28日至 8
月 2日，第 12届全国学生运动会将在上海举

行并在浦东东方体育中心拉开帷幕。

据悉，明年的全国学生运动会，是在原全

国大学生运动会和中学生运动会合并后首次

举办的全国学生运动会。本届运动会由教育

部、国家体育总局、团中央主办，上海市人民

政府承办，将全面展示我国中学生健康向上、

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运动会报名工作于近

日启动，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

34支代表团将参加本届运动会。明年7月28
日将在东方体育中心举行开幕式。

本届运动会除了田径、游泳、篮球、排球、

足球、武术、健美操、乒乓球8个竞赛项目外，

还将增设桥牌等友谊赛，并将委托相关社会

媒体开展阳光体育非竞技类项目评选活动，

目的是引导青少年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创新并丰富学生运动会内涵。

经过一系列筛选，本届比赛确定由黄浦、

徐汇、闸北、普陀、杨浦、浦东、闵行、宝山、嘉

定和长宁 10 个区承办各项目比赛，上海中

学、向明中学等17所学校为各项目比赛提供

场地。运动会期间各主办学校还将聘请体育

专家进行体育理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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