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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日前，由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外高桥股

份”）与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称“招商局地产”）共同合作

开发的森兰·外高桥D1-4项目正式

开工奠基。

记者了解到，招商局地产已与外

高桥股份共同合作成立了自贸试验

区浦深置业有限公司，将共同开发包

括D1-4项目在内的两个项目，主要

涵盖商业办公综合楼、生活配套等，

总投资预计 80亿元，将树立自贸试

验区“产城融合”标杆。

资料显示，此次开工建设D1-4
项目位于森兰·外高桥中块商业商务

区核心区域，是目前外高桥森兰商区

面积最大、高度最高、商业最集中的

商业办公综合体。规划建设用地面

积约为5万平方米，项目总建筑面积

约30万平方米。规划为商业办公综

合楼，包括地上两座办公塔楼以及四

层裙房商业，地下一层为生活广场及

精品超市。

据外高桥股份副总经理王海松

介绍，除具备了传统的城市商业配套

功能之外，D1-4项目建成后还将具

备自贸试验区保税商品展示的相关

功能，森兰商都三期建设就包含在其

中。

在众多入驻自贸试验区的跨国

公司看来，眼下的自贸试验区，无论

是定位还是政策，都特别吸引人。但

他们同样希望自贸试验区能多点生

活气息。施坦威钢琴（上海）有限公

司总经理位炜就曾坦言，希望目前自

贸试验区内的生活配套设施可以再

完善一些，否则人员招聘就缺少了很

多优势。

此次，招商局地产砸下80亿元重

金，就是希望能赶上自贸试验区的“早

集”，参与并推动自贸试验区的建设，

通过与外高桥股份的合作，缔造自贸

试验区“产城融合”的样板工程。

拥有强大央企背景的招商局地

产在一线城市掀起新一波战略布局，

并将视野拓展至自贸试验区，此次就

通过与外高桥股份的战略合作，进入

自贸试验区。据招商局地产副总经

理王晞透露，其在深圳前海新区也拥

有了近4平方公里的开发土地。

“这次与外高桥股份合作，一方

面看好自贸试验区的前景，另一方

面，也希望通过合作项目，为公司以

后在前海的发展储备可复制的经

验。”王晞说。

森兰·外高桥项目占地面积6.01
平方公里，是自贸试验区的特定区

域，是浦东新区产城融合的核心载

体之一，也是城市功能配套区。作为

主要开发者的外高桥股份正携手各

方，加快自贸试验区城市功能配套设

施的完善，包括高端办公楼建设、城

市环境建设和居住配套的建设等。

外高桥股份联手招商局地产80亿元开发森兰

自贸试验区“产城融合”加速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今年 4月在浦东举行的上交会

上，美国纯电动汽车特斯拉和中国

安翰光电胶囊机器人这“一外一中”

两个参展项目受到最多关注。记者

日前从上海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获悉，继特斯拉落户金桥后，引

进胶囊机器人的工作也获得突破性

进展，有望成为金桥转型发展的又

一代表性项目。

跨越多项技术领域

记者了解到，武汉安翰光电技

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NaviCam遥

控胶囊内镜机器人系统，是一种可

精确定位、可主动控制的第二代胶

囊内镜，主要应用于消化道胃部和

小肠系统疾病的筛查，具有检查方

便、无创伤、无痛苦、无死角、无交叉

感染等特性，因此被视作是世界上

最先进的同类技术。

“多年临床经验告诉我们，早期

胃癌在术后 5年的存活率可达 95%
以上，而中晚期的术后存活率仅有

20%。因此，定期胃镜检查对于发现

胃癌来说至关重要。但传统方法不

仅存在交叉感染的风险，检查过程

中所产生的疼痛感也让许多人打了

‘退堂鼓’。”上交会期间，安翰光电

董事长吉朋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遥控胶囊内镜机器人是与传统

胃镜进行技术互补的产品。

据他介绍，与传统胃镜不同，患

者只要用水服下一颗直径不到10毫
米、长度不到20毫米的胶囊，再穿上

一件连接记录仪的马甲，就可以施

行无痛检查。当胶囊机器人通过吞

服进入人体后，由于其体积很小，进

入体内毫无异物感和不适感，能够

消除患者的紧张情绪，极大提高受

检者对检查的耐受性。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胶囊并不

大，但内含了 300多个零件，整套系

统跨越电磁控制、传感、光电成像、

图像处理、无线通信等技术领域。

吉朋松告诉记者，在集成了各种各

样的传感器后，系统就能采用独创

的磁场精确控制技术，把胶囊内镜

变成“有眼有脚”的机器人，医生则

能把隐藏在胃和小肠里的病灶看得

清清楚楚。

临床应用获得好评

据悉，自 2013 年 1 月获得国家

药监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以

来，安翰光电遥控胶囊内镜机器人

已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

地十多家医院临床应用。其中不乏

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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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得到使

用单位认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

医院消化内镜中心主任戈之铮教授

认为，消化内镜是目前消化道恶性

肿瘤诊断与治疗中必不可少的工

具，也是早期消化道恶性肿瘤检出

的关键。然而，国内早期消化道恶

性肿瘤，如早期胃癌的检出率较低，

与国外差距明显。因此如何进一步

发展内镜新技术，提高早期消化道

恶性肿瘤的检出率就显得十分迫切

和重要。安翰光电遥控内镜机器人

的出现，对消化道尤其是胃部健康

筛查意义重大。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消化

内科主任李兆申教授则指出，安翰

光电遥控胶囊内镜机器人在多中

心的临床试验中，展现出与国外的

胶囊内镜相似的诊断力，并且工作

时间更长，能有效地发现病灶，可

作为胃病筛查手段，替代部分胃镜

检查。

据悉，正是广阔的市场前景，推

动安翰光电有意向安装新的生产

线，扩大产能，并建立展示体验中

心，让更多普通百姓了解胶囊机器

人。吉朋松曾在上交会期间表示，

正在和全国各地多个开发区商谈合

作事宜，浦东金桥也在接洽范围

内。而根据记者日前从金桥开发区

管委会了解到的信息，双方有望在

近期正式牵手。

小胶囊解决大问题

胶囊内镜机器人项目有望落户金桥

今年上交会期间，安翰

光电的胶囊机器人成为专

业观众和普通观众都十分

关注的焦点。

□本报记者 张弦/摄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19日，由浦东新区创业投资

协会联合 ICT产业链俱乐部共同

举办的“ICT产业链项目投资对

接交流会”在张江举行。ICT（信

息通信）产业所表现出来的“创

造”智慧，引起了会上 40余家投

行的关注。

在交流会上，苏州纳威科技

有限公司的导电金球和 ACF 项

目、可穿戴医疗项目以及电动车

无刷直流电机驱动控制器等6个

ICT产业链项目进行了路演。

业界认为，ICT 产业由“制

造”转型“创造”，在积极发展 ICT
产业的同时，还要扩大其投资，因

为 ICT投资有助于企业提高生产

力和技术创新能力。上海市集成

电路协会秘书长蒋守雷表示，我

国的集成电路市场空间巨大，同

时发展自主集成电路产业非常有

必要，这也同时需要政府为产业

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创投关注ICT
由“制造”转“创造”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日前，宜搜小说获得了盛大

文学内容授权，成为拥有盛大小

说使用权的第三方手机小说阅读

产品。

根据合作协议，盛大文学将

长期向宜搜小说提供正版小说内

容，宜搜小说则会在其网页版本

和客户端版本中均设立盛大文学

专区，并在显著位置设置用户入

口。

与此同时，在达成与盛大文

学深度合作后，宜搜小说也在酝

酿推出付费阅读模式。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国

内手机阅读市场会越来越大。据

有关机构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手

机小说用户已超3亿人，在过去三

年中始终保持30%的年增长率。

宜搜与盛大文学
达成版权合作
拟推付费阅读模式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中国商务部网站日前发布公告

称，对马士基、地中海航运、达飞3家

航运企业设立网络中心经营者集中

反垄断审查案做出禁止决定，意味着

中国否决了 P3航运联盟。随后，马

士基、达飞表示会终止相关的一切筹

备工作，但同时表示该事件不会对公

司短期经营构成影响。

所谓 P3航运联盟，即在全球前

20大班轮公司中排名前三位的航运

企业丹麦马士基集团、瑞士地中海航

运公司和法国达飞海运集团公司于

去年 6月联合发起成立的集装箱班

轮联盟组织。该联盟计划通过在伦

敦设立一个联合船舶运营中心的方

式，在东西航向的 28条航线上进行

合作运营。

按照P3航运联盟此前公布的计

划，3家企业将共同运营约 250艘集

装箱货轮，其目的在于通过使用更大

吨位的船舶，从而进一步减少主要航

道的货船数量，但 3家公司在销售、

市场及客户服务等业务方面仍将独

立运作。P3航运联盟原计划于2014
年秋季投入运营。

在此之前，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

已在今年 3月决定批准P3航运联盟

在美国生效，欧盟委员会也在6月初

宣布有条件地通过 P3航运联盟，一

旦中国政府最终放行，这一组织便可

以开始正式运作。不过，中国商务部

在6月17日晚间发布的公告，否决了

P3航运联盟的成立。

根据公告，商务部于去年9月18

日收到马士基、地中海航运、达飞设

立网络中心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申

报。此后申报方提交了多轮救济方

案。在对本案相关市场份额、市场控

制力、市场进入、行业特点等因素进

行评估后，商务部认为本次集中完成

后，交易方将形成紧密型联营，在亚

洲、欧洲航线集装箱班轮运输服务合

并运力份额高达约47%，市场集中度

亦有大幅提高，因而决定禁止此项经

营者集中。

在合作计划流产之后，3家航运

企业未来的合作动向引人关注。海

通证券近日分析指出，若三者有意建

立长期合作关系，完全可以通过更大

规模的排他性的航线合作、舱位互

换、支线码头资源共享等方式来部分

实现P3航运联盟的功能。

另有业内人士表示，对于我国中

远、中海等其他航运企业而言，P3航

运联盟的流产或许让他们可以暂时

松口气，但如何加强管理和营销，应

对航运大环境的低迷以及其他公司

的冲击，仍将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商务部否决航运三巨头结成P3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