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届上交会以“创新驱动发展、保护知识产

权、促进技术贸易”为主题，通过整合全社会的

科技力量和创新成果，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

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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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21日，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联

合赢动教育共同发布《2013年度中国

电子商务人才状况调查报告》。《报

告》显示，在受访的电商企业中，存在

业务扩大、人才流失率高和招聘压力

大等问题的企业占到41.07%，处于招

聘常态化企业占28.57％。

《报告》指出，人才结构配置不合

理成为电商企业人才流失率高的原因

之一。电商属新型产业，人才存量不

足，加上高校人才培养输出无法满足

企业需求，该矛盾让电商行业出现巨

大的人才“真空”。此外，电商企业的

招聘成本一直居高不下也制约了企业

的招聘。调查显示，电商企业招聘成

本在300-500元/人的占到31.34%。

对电商企业为何会存在人才压

力这一问题上，28.79%以上的企业认

为是企业成长过快，27.19%的企业认

为是由于电商行业竞争加剧。

《报告》分析，企业的竞争合并导

致员工离职跳槽，这些人员在寻找新

的工作时，并不是都愿意在电商行业

中继续供职。

《报告》另指出，未来 5 年，我国

3000多万家中小企业将有半数企业

尝试发展电子商务，电子商务的人才

需求更加趋紧。

在受调查企业中，42.59%的电商

企业表示，今年企业会有大规模的招

聘计划，预计员工规模会有较大增

长。

高精尖技术集体亮相上交会
部分项目即将落户浦东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24日，第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

术进出口交易会将在上海世博展览

馆拉开帷幕。一批聚焦智能制造、信

息技术、生物医药以及新能源等新兴

战略性产业的技术将集体亮相。记

者获悉，不仅第二届上交会移师到浦

东举行，上交会上展出的不少高精尖

技术也有望落户浦东。

30元可供
特斯拉跑500公里

随着特斯拉创始人、CEO伊隆·
马斯克到访中国，国内又掀起一阵

特斯拉的热潮。记者从主办方了解

到，本届上交会上专设新能源与节

能环保专区，特斯拉将亮相其中。

据了解，美国特斯拉汽车公司

成立于 2003年，是一家制造纯电动

汽车的专业汽车制造厂。该公司研

发的第一款纯电动车型Model S的

百公里加速仅需 4.4秒，拥有 3倍于

燃油发动机的动力效能，最高时速

达200公里。值得一提的是，该车锂

电子电池单次充电可行驶500公里，

是全球续航里程最长的纯电动车。

“由于是纯电动车，所以也就没

有发动机等传统汽车的配件，相对

来说，购买车辆后的维修保养成本

很小。”一位特斯拉销售人员日前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消费者相对

关心的电池维护成本上，“特斯拉保

证 8 年内无限公里都可以进行保

修”。根据其在上海的测算，在波谷

阶段充满一次电，只需30元。

根据记者了解到的信息，伊隆·
马斯克将会在今天下午来到浦东金

桥，向首批上海用户进行交车仪式，

同时启动第一组 6个带有太阳能功

能的超级充电桩。

胶囊机器人
有望落户金桥

我国是胃部疾病的高发地区，

每年新发胃癌 40万例，发病率占全

世界的42%。相比中晚期，早期胃部

肿瘤的发现将更有利于治疗开展，

但在国内，通过早期筛查早期发现

胃癌的比例还不到10%。

记者了解到，之所以会产生这种

情况，一方面是由于胃癌早期无明显

症状，容易被忽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不少人抗拒传统胃镜的不适感。安翰

光电技术（武汉）有限公司将在上交会

上展出的Navicam胶囊内镜机器人系

统，有望改变这一现状。

据介绍，作为世界上首个“主动

精确控制消化道胶囊内镜机器人系

统”，安翰光电的这一技术拥有磁场

精确控制及光电成像等一系列世界

独创的专利，能够实现对胶囊内窥

镜的控制及定位，使得胶囊内窥镜

能对胃部进行全面精确检查。

受检者只需随水吞服一粒胶囊

内窥镜，经过一刻钟左右，医生就可

以完整地观察到受检者的胃部情

况。检查结束后，受检者可以马上

离开，对工作生活毫无影响。之后

胶囊会安全排出体外。

尽管该系统3760元的价格高于

一般胃镜价格，但自去年1月获得国

家药监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以

后，一年内已在上海长海医院、上海

瑞金医院、上海中山医院、上海仁济

医院等十余家国内医院得到临床应

用，并被纳入医保系统。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该公司

有望于年内落户金桥开发区。

我国电商人才需求趋紧
招聘常态化企业不到三成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日前，上海超级计算中心与德国

斯图加特超级计算中心在上海签署

《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备忘录》

内容包括双方技术人员交换、联合

开展研究项目、联合申请国际或国

家项目、联合提供专业服务、联合开

展培训、与工业界开展合作等多个

方面。

据了解，上海超算中心作为国内

首家对外开放的超算中心，运营10多
年来，为国内科技创新提供大量计算

资源和技术帮助，积累了许多成功案

例和合作伙伴。尤其在工业领域，为

上海重要战略领域的工业用户提供

了大量的计算资源，为上海企业提升

自主创新产品的研发能力做了大量

工作，逐步形成了“1+x”分中心模式

及工业云生态环境。

斯图加特超算中心是一个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欧洲超算中心，为来自

德国和欧洲的研究人员提供计算资

源支持，如在欧盟，为来自于科学研

究和工业合作伙伴的国家或工业项

目提供高性能计算服务等。

通过此次合作，双方可以优势互

补，在工程应用中，数值方法、可视

化、并行计算和网络计算等方面开展

正式合作，通过访问和联合任命进行

人员培训等，为用户创造高性能计算

应用环境。

上海超算中心与斯图加特超算中心
签订合作备忘录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4 月份起，自贸试验区税务

分局针对纳税人重点需求，进行

服务举措的大胆创新，推出优化

涉税审批和便民办税的系列“组

合拳”，给诚信守法的纳税人提

供更多便利服务。

其中，对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

进行提速。对符合条件的纳税人

申请，审批流程由原来的20个工

作日，改为由办税服务窗口当场办

结，缩短了纳税人等候时间。

除无实际经营地或实际经

营地非本市的纳税人，一般不再

进行实地查验，待纳税人发票升

版时，根据实际情况另行开展，

真正实现“先批后核、核批分

离”。

此外，自贸试验区税务分局

进一步下放发票审批权限。根

据纳税人经营贸易实际需求，发

票初次核定突破以往的较低版

本模式，改为由办税服务窗口直

接核定 10 万元和以下版本，对

于更高版本的审批也进一步逐

步下放至职能部门，大大缩短了

审批周期。

在“一线放开”的同时，自

贸试验区税务分局表示，还将

完善上述事项的事中事后监管

措施。

据介绍，自贸试验区税务分

局将成立专业审批所和纳税评

估所，加强对“先批后核”事项的

动态监控和纳税人“还责”、“还

利”情况的跟踪评估，对发现的

纳税人异常涉税指标及时预警

和处理，并探索自贸试验区纳税

人诚信经营“黑名单”制度。

自贸试验区税务分局
推出首套便民办税“组合拳”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记者日前从位于张江的帝

斯曼（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称

“帝斯曼”）获悉，帝斯曼正与维

生素 C 生产商——江苏江山制

药有限公司（以下称“江山制

药”）进行排他性谈判。帝斯曼

方面称，并购如果成功，将帮助

帝斯曼进一步巩固在维生素 C
市场的地位。

多年来，几家中国药企和世

界原料药巨头帝斯曼几乎垄断

了维生素C市场，但近年来帝斯

曼并不满足于其已经稳固的维

生素C产品高端路线市场，意图

在中国寻求并购“猎物”。

据了解，10 多年前，帝斯曼

的销售基本上集中于欧洲。近

年来，中国的销售比例在不断上

升。根据计划，2015年帝斯曼在

中国的销售收入目标为 30亿美

元，为实现这一增长目标，帝斯

曼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计划

在中国投资10亿美元。

另据业内人士透露，根据目

前的业内传闻，帝斯曼不会整体收

购江山制药，但很可能通过购买江

山制药的生产厂来扩大产能。

帝斯曼欲收购
江苏江山制药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日前，复星医药控股企业上

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称“复宏汉霖”）正式收到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核

发的重组人鼠嵌合抗CD20单克

隆抗体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

件。

作为复星医药的大分子研

发平台，4年多来，复宏汉霖一直

秉承国际标准、质量与效率优先

的研发理念，实施生物大分子研

发战略，至今已完成 4个单抗品

种 5个适应症的临床注册申报。

此次所获批件是复宏汉霖成立

以来第一个临床批件，也是复星

医药控股成员企业中第一个获

得的单克隆抗体药物临床批件。

据悉，复星医药始终将自主

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源动力，公

司持续注重创新研发，完善“仿

创结合”的药品研发创新体系，

通过不断加大对“4+1”研发平台

的投入，全力支持研发创新，推

动新产品上市。公司为国家级

企业技术中心，现已在上海、重

庆、美国等地建立了高效的国际

化研发团队。

复宏汉霖获得
其首个临床批件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为帮助浦东企业更好地与资

本“牵手”，由浦东国际人才发展中

心和浦东新区归国留学人员联合

会举办的第二届张江科技创新交

流大会将与5月21日在张江举行，

本次大会将通过集中展示浦东科

技创新企业，为资本与企业精准对

接提供平台。

本次大会将秉承“协同创新、交

融智慧、技术升级、跨界交流”的理

念，通过科技产品展示，创新技术及

经营模式的交流，为产业链相关合

作伙伴以及资本提供对接平台。

大会将以生物医药、软件信

息、新材料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等四

大类科技企业作为主要展示对象，

汇集的投资机构包括上海国际创

投、张江小贷、浦发银行、工商银行

等50多家相关机构。

记者了解到，本次活动从 5月

21日起至23日结束，内容包括“创

新项目发布会”、“资本与项目对接

会”、“政策宣讲会”、“媒体见面日”

等。大会还将从所有申请项目中推

选10家“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企

业以自身创新理念和经营模式进行

主题演讲。有意申请的企业可咨询

浦东国际人才城进行报名。

据悉，去年首届张江科技创新

交流大会吸引了150多家企业和60
余家金融投资机构参与，数十个项

目通过交流、对接完成了技术的提

升和改进，其中有些项目更获得了

金融机构的关注和资金支持。

第二届张江科技创新交流大会5月开幕
助推浦东企业与资本对接

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一批新技术将亮相上交会。 □本报记者 张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