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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日前，霍尼韦尔首次发布题

为《中国智慧城市技术及应用展

望》的报告，指出中国现阶段推动

智慧城市发展应重点关注六大领

域的技术创新及应用，即智能建

筑、智能家居、智能医疗、智能交

通、节能减排、消防安全，并以此

着力打造更舒适和节能、更安全、

更具有创新性和生产力的城市。

报告总结和分析了中国智慧

城市发展的技术创新趋势和应用

前景，并集中展示了一批智慧城

市应用案例。

霍尼韦尔中国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盛伟立表示：“中国当前正处

于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也处

于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

我们认为绿色经济、城镇化和科技

创新这三股重要力量在未来5-10
年内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

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和推动。而随

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应运而生的智

慧城市理念正是这三种力量的核

心交汇，未来将为中国推进可持续

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提供全新的模

式、动力和广阔的平台。”

报告指出，智慧城市建设的

最终目的是打造宜居、舒适、安全

的生活环境并实现城市的可持续

发展。因此，智慧城市的顶层设

计在战略上应以绿色为重，围绕

节能减排和优化环境进行谋划和

建设，以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和

归宿点，借以提高城市的宜居

度。对于企业来说，推进新型城

镇化建设，打造智慧城市的关键

是要把相关的技术和产品落到实

处，同时恰到好处地满足中国市

场的需求，以此来帮助解决城市

发展过程中的各类问题。

报告认为，中国智慧城市的建

设内容庞杂，任务艰巨，涉及经济、

社会、资源、环境等各个方面，需分

阶段、分重点地推进。其中，智能

建筑、智能家居、智能医疗、智能交

通、节能减排、消防安全是中国现

阶段推动智慧城市发展和相关技

术创新及应用的重点领域。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美国莱尔德科技集团（Larid）
日前宣布，其在浦东张江的远程

信息处理产品制造厂正式投入使

用，成为莱尔德在上海的第4个制

造厂和第 7个分支机构。新工厂

同时将作为莱尔德新的设计和制

造中心，并为全球汽车市场提供

服务。

记者了解到，莱尔德是一家全

球性科技公司，专门提供可保护电

子设备免受电磁干扰和热损害，以

及能实现无线应用和天线系统之

间连通性的组件和解决方案。在

汽车领域，莱尔德则为汽车制造商

提供远程信息解决方案，生产天

线、智能天线、连接设备和集成接

受系统的产品组合。

此次落户浦东的新工厂，占

地面积为 17151平方米，投资金额

550万美元，将替代位于附近的老

工厂，成为莱尔德新的远程信息

处理产品制造厂。老工厂于 1996
年 10月 15日投入运营，面积不到

新工厂面积的七成，今后将不再

继续使用。

“在不久之前，基本每辆车上

都只有一根天线，用来接受调频信

号，令车内用户能够正常使用FM/
AM广播。而现在，汽车搭载的天

线数量大约为7个，分别用于全球

定位、处理红外通信、电视、各类短

程接收器以及网络等用途。”莱尔

德首席执行官David Lockwood表

示，新工厂启用后，产能将增加

50%，达到2000万件/年。

智能天线的占比将由目前的

不到10%明显提升。据悉，智能天

线模块能够帮助简化车内连线、节

省占用空间、改善信号质量和支持

最佳扩展能力。此外，莱尔德新工

厂现有雇佣员工1200名，今后一年

内将保持员工数稳定，但将来五年

内员工数将增加至1500人。

据透露，莱尔德新工厂未来将

利用本地独创设计和技术专长，

研制、开发和生产智能天线解决

方案和应用以及组件，从而实现

机器对机器通讯，以及诸如车对

车和车对基础设施通讯等其他新

兴移动技术。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上海在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过程

中，布下了一枚关键的棋子——启动

国际中转集拼创新业务。相关专家

判断，如果上海港能在中转集拼业务

上有所突破，将会吸引更多企业来上

海中转，由此货源增加和主要航线的

增加，也是可以预期的。

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太平

名威物流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试

点中转集拼业务的企业。记者了解

到，太平名威正计划依托上海自贸试

验区物流园区构建“国际中转集拼服

务平台”发展战略，通过制度创新实

现流程再造。今后，在物流园区同一

个仓库内，就能完成国际中转货物与

国内沿江沿海货物、上海本港货物的

二次拆拼及整合操作。

国际中转集拼业务，是衡量一个

国际枢纽港口的重要指标，历来是各

大港的“兵家必争之地”。

所谓国际中转集拼，以上海港为

例，是指境外货物经过近洋、远洋国

际航线运至上海港，与内地通过沿

海、沿江内支线船舶转关至上海港的

出口货物，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

拆箱进行分拣和包装，并根据不同目

的港或不同客户，与上海本地货源一

起重新装箱后，再运送出境的一种港

口物流业务。

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以前，上海

开展国际中转集拼业务渠道并不通

畅，上海港只能进行整箱中转，通俗

解释就是“不开箱”，无法进行二次拆

拼，与国际通行的做法不同；另外，也

没有合理的业务模式来满足国际中

转集拼业务的发展要求。

在这种局面下，中转操作的附加

值很低，缺乏国际竞争力，致使该类

业务主要集中在香港、新加坡、釜山

等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开展。

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后，根据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

案》，上海自贸试验区提出了“一线放

开，二线管住”的监管目标，上海自贸

试验区海关逐步推出多项监管服务

制度，其中“批次进入、集中申报”等

创新通关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

通关效率，进境备案申报要素的简化

更是为国际中转集拼项目的开展带

来了契机。

据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副主

任朱民此前的介绍，上海自贸试验区

启动的国际中转集拼业务创新，第一

阶段主要是在简化一线进境备案规

范要素的基础上开展，而且洋山保税

港区原来的试点仅限于陆域，此次会

在岛域进一步开展，以提高效率、节

约国际中转集拼业务的成本。第二

阶段，则会考虑采取仓单申报的模

式，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太平名威利用新政策，真正开展

了国际中转集拼，与国际通行做法接

轨，客户无需再绕道香港或者新加坡

港口进行集拼。

例如进境备案申报要素简化后，

原先要提供完整的10位海关商品编

码才可以申报，现在简化成只需提供

前 4到 6位海关商品编码，以识别商

品种类，就能满足海关要求，符合国

际通行做法。

“国际中转集拼业务成熟开展

后，相比新加坡和香港港口，预计将

会使客户的中转业务节约 15%的运

作成本，20%的物流运作时间。”太

平名威公司方面表示。

据悉，下一步太平名威将进一步

扩大国际中转集拼业务的揽货范围，完

善流程，拓展逆向物流等功能性业务，

再次提升国际中转集拼业务的能级。

■本报记者 王延 通讯员 陈定

记者昨日从上海海关获悉，今

年前三季度，上海海关关区累计进

口汽车34.1万辆，比去年同期增加

27.9%。其中，新能源汽车的进口

量为1054辆，同比激增174.7倍。

来自上海海关的数据显示，今

年 9月份，上海海关关区的汽车进

口量降至 4万辆以下，为 3.1万辆，

出现近 16 个月以来首次同比减

少。不过，受国内消费习惯影响，

中等排量乘用车和新能源汽车的

进口量增长较快。

其中，上海海关关区今年前三

季度进口排量在 1.5升至 3升的中

等排量乘用车（包括小轿车、小客

车和越野车）达 30.7万辆，同比增

长36.1%。同期，进口排量在3升以

上的大排量乘用车 1.8万辆，减少

22.2%；进口排量1.5升及以下的小

排量乘用车1.4万辆，减少12.2%。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海关关区

同期进口以电动车为主的新能源

车数量达到1054辆，激增174.7倍。

此外，“平行进口”模式尽管备

受期待，但目前绝大多数汽车仍以

一般贸易方式进口到国内。根据

上海海关的统计数据，今年前三季

度，除以加工贸易、外商投资企业

作为投资及其他贸易方式进口汽

车 155辆外，上海海关关区其余汽

车均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同比增

加27.9%。

自贸区新政接轨国际

太平名威启动国际中转集拼
莱尔德浦东新工厂投用
将作为新的设计和制造中心

霍尼韦尔发布报告

关注中国智慧城市发展

上海关区前三季度

新能源车进口量达1054辆■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日前，记者从世界领先的商业

地产服务和投资公司世邦魏理仕获

悉，世邦魏理仕将携手上海中心大

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上海陆家嘴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中心大厦

置业管理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上海

中心大厦世邦魏理仕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为“上海中心”提供物业管理

服务。

记者了解到，四家物业联手成立

的合资公司将成为“上海中心”未来

的运营团队，为入驻客户提供设备维

护、治安保洁及其他服务。

“上海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

世邦魏理仕拥有在全球范围内管理

同等资产的实践经验，而陆家嘴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则在本区域有着成

熟的物业管理经验，四方合作将对

“上海中心”日后的运营提供最佳保

障，使其成为沪上最具代表性的物

业项目。

早在 2012年，“上海中心”就已

聘请包括世邦魏理仕在内的国际著

名专业咨询顾问为其制订物业管理

和楼宇运营战略。为此，世邦魏理仕

专门成立了一个综合性团队，为“上

海中心”提供专业咨询与服务。

根据已披露的信息，该项目的团

队成为包括世邦魏理仕中国区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蒲敬思、亚太区资产服

务部执行董事总经理山姆·卡鲁罗、

全球资产服务部总裁托尼·龙、大纽

约三州区首席执行官玛丽·安·泰伊

以及中国区资产服务部执行董事杜

日生。由此可见，世邦魏理仕对此次

合作“花尽心思”。

根据世邦魏理仕近日发布的《中

国物业投资指南之零售物业篇》，目

前上海地区已经成为中国房地产市

场风向标，沪上零售物业市场则呈现

供需两旺、租金稳步增长的态势，零

售市场空置率始终保持在10%以下，

核心商圈租金则逐年攀升，年复合增

长率高达7.9%。

统计数据显示，2005-2013 年

间，上海成交额在 1000万美元以上

的纯零售物业大宗成交额高达 345
亿元，约为同期 17个监测城市交易

总量的 31.6%，位列榜首。同时，次

级商圈近年来发展迅猛，预期将步入

一个加速期和扩散期。2010-2013
年间，次级商圈规模增长 67.1%，较

核心商圈高46.6个百分点；同时次级

商圈空置率由 2010 年初的 15%降

2013年末的11.3%。

“上海中心”签约世邦魏理仕
引入国际物业管理标准

中转集拼业务的开

展，将给上海港带来货源

和航线的增加。

□本报记者 吴慧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