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德清洁水创新中

心的成立，是中德两国

环保领域的新成果。该

创新中心将探索科技成

果转化与产业化的可行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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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5月3日，为期三天的首届“自贸

区进口商品节”在森兰商都落下帷

幕。记者从运营方——上海外高桥

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外股份”）了解到，由于贸易商向零

售商进行了延伸，减少了中间成本

环节，多个品牌以接近欧洲市场的

直销价对外展销，再加上“五一”小长

假人流量较多，进口商品节销售火

爆，不少商品在第二天就告售罄。

森兰商都作为第一个自贸试验

区保税展示交易平台，依托自贸试

验区的优势，采用“区内仓库”和“区

外店铺”联动，让普通消费者享受到

了自贸试验区的福利。据悉，森兰

商都二期、三期规划已经排上日程，

预计将有近 22 万平方米的商业面

积，外股份还将计划引入千余种国

外品牌入沪，其中近 800 种是首次

进入国内。

接近欧洲市场直销价
进口食品最热门

记者在小长假的第一天，实地

探访了首届“自贸区进口商品节”。

诱人的价格，加上恰逢“五一”假期，

让森兰商都人气爆棚。最大卖点莫

过于一楼的品牌中心，集合了近百

个国际品牌，价格较外面商场便宜

20%左右。

在一家店铺里，不少消费者在

挑选品牌包，市民袁小姐就是其中

一位，一直对某品牌情有独钟的她，

特地从市中心过来。“市区商场的价

格太贵，代购又太麻烦了。正好森

兰商都搞活动，就来看看。”她表示。

据了解，森兰商都采用的是“前

店后库”的销售模式，即大批商品进

口后，以保税状态存放在自贸试验

区仓库内，将少量商品拿到商都内

进行展示交易，而展示过程中，商品

不需要完税。加上采取了直销模

式，商品价格比市区门店价格平均

便宜两成左右，基本接近欧洲市场

价，加上此次首届商品节的大促，价

格更具有竞争力。

上述品牌包店的店长徐捷以一

款女士背包为例，对记者解释：“同

款的包线上卖是 6800元，我们前期

零售价 5800元，现在配合商场搞活

动，调整到 4800 元，这个价格我们

会一直延续下去。”

此次活动，森兰商都的很多商

品价格极其给力，如宝格丽和阿玛

尼的太阳眼镜，统统六折；美国品牌

的户外铁人系列女表，专柜价 800
多元，现在一折销售，仅80元。

整个商场最热闹的要属进口食

品超市，因为客人越来越多，主办方

不得不临时采用隔离带限制人流。

在5月1日中午，进口食品超市货架

上的红酒、牛奶、水果等已所剩无几。

记者了解到，这个名为DIG直

销中心的超市特卖区，同样依托了

自贸试验区政策，在保税区内建立

直销中心，从代理商直接拿货，减少

流通环节成本。

外股份副总经理王海松指出，

相比高端奢侈品，食品类显然更亲

民，也能让更多市民感受到自贸试

验区福利，今后将是森兰商都主打

销售商品。他还表示：“我们在自贸

试验区里还建立了一个食品为主的

直销中心，以直销的价格出售给市

民，如牛肉、海鲜等，价格约为市面

价格的六折到七折。”

特色商业模式
可复制可推广

在“首届进口商品节”上，一个

名为“showroom”的概念店同期在

森兰商都二楼亮相，据外股份方面

介绍，“showroom”概念店主要是接

待各地的买手。在这里，贸易商可

以将商品保税展示，国内订货商可

以直接看样，以扩大自贸试验区内

的贸易形态。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在严格执

行货物进出口税收政策的前提下，

允许在特定区域设立保税展示交易

平台”。自贸试验区内的“库”将与

区外的“店”有效融合，将推动国际

贸易全产业链的延伸与发展。

王海松则认为，通过森兰商都

这一平台，可以让自贸试验区特色

商业模式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内

本来就有6000-7000家贸易商，按照

以往的操作，他们是供货给零售商，

但这次，贸易商被直接请进了保税

展示平台，将贸易商向零售商进行

了延伸，既降低了商品进入国内的

成本，也将实惠真正带给老百姓”。

以“showroom”为例，该模式采

取了B2B概念，通过森兰商都这个

保税展示平台，将国外贸易商与国

内订货商对接。“未来我们的目标是

以自贸试验区为基地，真正做到

B2C 和 B2B 的结合，以及贸易商和

零售商相结合，做成具有商业零售

特点的进口商品购物中心。”王海松

表示。

记者了解到，今后森兰商都将

举办不同形式的自贸试验区进口商

品展销活动。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张江高科技园区再次成为国

家级创新技术转化的“试验田”。4
月30日，同济大学与上海张江高科

技园区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结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携手

在协同创新领域开展战略合作。

当天，作为其中一项重点合

作内容，由双方共建的、进一步推

动中德“清洁水”领域技术研发及

成果转化的“中德清洁水创新中

心”也在张江高科技园区揭牌。

国家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出

席仪式，并表示：“中德清洁水创

新中心的建立，将为国内培养清

洁水创新产业、专业人才及本土

化研究等提供重要平台。”

“中德清洁水创新研究合作

项目”作为首轮中德政府磋商成

果，自 2012年 1月启动以来，已在

污水处理与资源回收、水资源保

护等方面取得进展。同时，德国

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参与到太

湖、辽河、海河和巢湖等中国重大

流域治理的顶层设计中来。

今年3月底，国家主席习近平

访德期间，中国科技部和德国联

邦教研部已就此共同签署《关于

“中德清洁水创新中心”的联合意

向声明》。此次中德清洁水创新

中心的建立，则将促进“中德清

洁水创新研究合作项目”深入发

展。

据了解，该创新中心将共同

致力于进一步推动中德两国高

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在水环境污

染控制与资源化产业领域，联合

研发适用于中国地区条件、以应

用为导向的环保技术，并开展技

术转让和技术服务等，推动一批

中德环保技术创新成果在张江高

科技园区实现产业化，从而提升

我国水环境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

的综合竞争力。

中德清洁水创新中心总部设

于张江高科技园区内，并计划在江

苏宜兴和浙江嘉兴分别设立其分

中心。该创新中心将每年吸引数

家中德创新企业入驻，支持其研发

技术得以推广应用，力争每年促进

5-10项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记者了解到，现已有数十家

中德环保创新企业和知名研究机

构，表示了入驻中德清洁水创新

中心的意向。

此外，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同

济大学和张江高科技园区将围绕

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信息

等战略新兴产业，构建共性技术

研发基地，在重点产业领域建设

技术创新平台，共同推动科技成

果产业化、产业技术孵化基地建

设，以及专业人才培养。此项目

的实施将成为张江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新增长极。

■本报记者 杨珍莹
通讯员 郑美娜 浦东报道

日前，“2014 天使中国创新创

业大赛·园区之旅——IT服务及软

硬件专场”在浦东软件园圆满落

幕。经路演展示，3 家企业的优质

项目脱颖而出，获得了晋级资格。

据了解，“IT 服务及软硬件专

场”由天使中国AngelChina发起主

办，浦软孵化器联合举办。该项赛

事也是“全球创业周”中国站的系列

活动之一。浦东软件园有关负责人

表示，将“天使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引进园区，旨在为孵化企业及园区

中小企业提供与多方投资人直接接

洽的机会。目的是让中小企业能更

快更好地成长和发展。

此次“IT 服务及软硬件专场”

吸引了多家企业踊跃报名。经严格

筛选，10家优秀创新创业项目入围

比赛。其中 3家企业最具特色的 3
个优质项目，“O2O专利眼镜”、“足

球手游”和“宅师傅”获得晋级资格。

据悉，晋级企业将于 6月 13日

参加“2014天使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互联网及现代服务业专场”晋

级赛。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商务部网站日前发布公告，决

定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默克公司收

购安智电子材料公司。其中，前者

于去年底在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投

用其新建的液晶中心。

此次交易的收购方默克于

1995年7月在德国达姆施塔特注册

成立，隶属于德国默克集团。该集

团创建于 1668年，是世界上历史最

悠久的家族性医药化工企业，主要

从事生物制药产品、生命科学仪器

和特种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

但鲜为人知的是，默克还是世

界最大的平板显示器用液晶材料供

应商，液晶材料广泛用于LCD电视

机、笔记本电脑、显示器、移动电话、

智能手机等。该集团位于金桥新建

的液晶中心于去年12月3日正式开

业，包括液晶混合厂、液晶实验室和

液晶中国业务中心。

被收购方安智于 2010 年 10 月

在卢森堡注册成立，在伦敦证券交

易所上市，主要从事用于电子产品

的特种化工材料的生产销售。交易

后，安智将从伦敦证交所退市，成为

默克间接控制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公告，平板显示器是一种使

用液晶显示技术或其他替代技术生

产的薄屏显示器，由前板、液晶和后

板组成。默克和安智分别生产液晶

和用于制造背板电子电路的光刻胶。

商务部按照反垄断法相关规

定，深入分析了此项经营者对全球

和中国市场的影响。审查表明，默

克在全球液晶市场的份额超过

60%，在中国液晶市场的份额超过

70%；安智在全球光刻胶市场的份

额约为 35%，在中国光刻胶市场的

份额超过50%。

因此，商务部审查认为，此项

交易对液晶和光刻胶市场可能具

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决定附加

限制性条件批准此项经营者集

中。此前工信部的数据则显示，

2013年，国内以液晶面板为代表的

平板显示产业规模达 1070 亿元，

同比增长 44.6%，在全球市场占有

率提升至 11.4%。

自贸区举行首届进口商品节
价格优惠接近欧洲 未来将引入千余种品牌入沪

中德清洁水创新中心落户张江
张江携手同济大学搭建国家级环保技术创新平台

在“首届自贸区进

口商品节”上，多个品牌

以接近欧洲市场的直销

价对外展销。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浦软3家企业项目
晋级天使创新大赛

商务部附限制条件
批准默克收购安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