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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第十六届中国工博会下月 4 日

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记

者昨日从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获悉，今年工博会将紧扣智能装备

等产业发展热点，聚焦中国制造业转

型升级。5 天展会、八大专业展、18
万平方米的展示规模，将再创展会历

史新高。

工信部今年8月发布的《2014年

中国工业经济运行上半年报告》显

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8.8%，结构调整稳步

推进，上半年技术改造投资达 3.5万

亿元，同比增长 18%，转型升级成效

显现。“在即将开幕的工博会上，将有

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的2101家中外

参展单位同台展示先进制造技术，呈

现中国工业经济升级版。”上海市经

信委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此次工博会下设的八大专

业展分别为：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

展、工业自动化展、工业环保技术与

设备展、信息与通信技术应用展、新

能源与电力电工展、节能与新能源汽

车展、工业机器人展、科技创新展。

西门子、ABB、库卡、安川电机、通快、

天田、山崎马扎克、日立、发那科、秦

川机床、奇瑞、华为等耳熟能详的制

造业领先企业将在现场首发首推新

品，另有松下、OTC、SAP 等企业将

迎来工博会首秀。

工业机器人展作为智能装备产

业的代表，现场将有人机协同作业的

跨时代产品全新亮相。其中，ABB将

展示世界上首台真正实现人机协作

的机器人——YuMi双臂机器人。该

款机器人于上月发布，定于明年4月

正式推向市场，此次亮相工博会是在

国内的首次公开展出。发那科则将

在现场首发全新的绿色协同作业机

器人，该款采用全新软性材料外壳的

绿色机器人，可以保证了人机互动的

安全性，实现机器与人的和谐相处。

此外，库卡将在现场首发世界第

一台 7 轴灵敏型机器人 LBR iiwa。
首次参展的两大工业焊接机器人领

域领先企业——OTC 和松下，同样

将带来最新的弧焊机器人，并在现场

演示生产全过程。

每年工博会的“获奖大户”——

高校展区吸引到 69 所高校参展，其

中上海高校17所，沪外高校43所，境

外高校9所。在确定参展的670个高

校项目中，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国

家技术发明奖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以上的重大技术

成果项目61项，科技含量高、技术成

熟、应用性强、可转化产业化的项目

609项。

中国工博会由国家发改委、商务

部、工信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

国工程院、中国贸促会以及上海市人

民政府联合主办。截至目前，工博会

主办方印制了52万张参观邀请函和

4 万份展前预览，已有超过 30000 名

历年专业观众确认参观。

第十六届工博会下月初浦东开幕
聚焦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多款产品国内首秀

■本报记者 李音 浦东报道

新区政协 2014年委员年末视

察10月21日正式启动。新区政协

主席张俭领衔首个视察专题——迪

士尼浦东配套项目建设及周边交通

配套情况。区政府党组副书记、上

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党组书记

刘正义陪同视察，新区政协副主席

方柏华参加视察。记者了解到，迪

士尼外围配套的11个市政项目中

有 3 条道路已经竣工，至今年年

底，唐黄路（S1-周邓公路）等 5
条道路也将竣工。

近 200 名政协委员视察了申

江路高架迪士尼专用道，并巡视

了迪士尼度假区施工现场。据

悉，迪士尼园区周边路网结构主

要包括外环线（S20）、迎宾高速

（S1）、沪芦高速（S2）及申江路

高架形成的外围快速路网及唐黄

路、航城路、秀浦路等骨干路

网。外围配套市政项目共 11 个，

包括 10 条道路和 1 个公交枢纽，

即唐黄路（S1-周邓公路）、航城

路 （S2-南六公路）、周邓公路

（申江路-南六公路）、秀浦路

（申江路-S3）、秀浦路 （申江

路-S2）、申江路高架专用道、南

六 公 路 （S1-S32）、 六 奉 公 路

（周邓公路-南次入口）、S2公路

（S1-S32） 辅道、西入口大道、

公交枢纽。11 个项目涉及川沙、

康桥、周浦、张江等4个镇。

其中，唐黄路 （S1-周邓公

路）、航城路（S2-南六公路）、六

奉公路（周邓公路-南次入口） 3
条道路已经竣工。年底，秀浦路

（申江路-S2）、申江路高架专用

道、南六公路（S1-S32）、周邓公

路（申江路-南六公路）、S2公路

（S1-S32）辅道等5条道路将于年

底前竣工。另外3个项目，包括秀

浦路 （申江路-S3）、西入口大

道、西入口公交枢纽计划于明年4
月底前竣工。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政协

委员结合迪士尼周边交通情况，积

极献策，建议政府部门未雨绸缪，

应对可能到来的大客流。有委员

提出，在建设道路，优化地铁、公交

等交通设施之外，还要同步建设智

能交通系统，及时反映度假区停车

情况，避免停车场容量激增，车辆

“蔓延”至周边道路上；有委员建

议，参照其他景点，建立预售票制

度，缓解客流压力。

也有委员为度假区软环境的

营造“支招”，建议通往迪士尼的地

铁站建设增加迪士尼元素，让游客

未到园区先感受迪士尼氛围。同

时，建立志愿者队伍，引导游客文

明游园。还有委员建议，开发周边

民居，让游客不仅体验到美国文

化，也能留在浦东，近距离感受浦

东本土文化乐趣。

新区政协年末视察首选迪士尼配套

委员建议智能交通
应对大客流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著名华人学者、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教

授昨日现身浦东，以“我所经历的物理实验”为主题，阐述了

其物理研究生涯中的五个最为重要的实验，畅谈每次取得成

功后的感受与体会。

其中，在新粒子价值发现的实验中，丁肇中为了寻找新的

“夸克”，在上世纪70年代设计了一个高灵敏度的探测器，相当

于下雨时，每秒钟有100亿个雨滴，有一个雨滴是红色，实验要

从100亿个中找出来。最终，丁肇中发现了一种新的粒子，它

的寿命比已知的粒子长一万倍。当时，物理界普遍认为只有三

种夸克，而目前世界上已知道的夸克至少有六种。

“要对自己有信心，做你认为正确的事，不要惧怕困难，

不要因为大多数人的反对而改变。”丁肇中从此次实验中领

悟到这样的体会。

丁肇中以其五个物理实验为例论证了实验工作的重要

性。是支持“无用的”基础学科还是将资源集中于技术的转

化和应用研究？丁肇中表示，从历史的观点看，后一种是目

光短浅的，技术的发展是生根于基础研究之中的，如果一个

社会将自己局限于技术转化，显然经过一段时间后，基础研

究不能发现新知识和新的现象后，也就没有什么可转化的

了。

“实验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如果没有实验的证明，

是没有意义的，当实验推翻了理论后，才可能创建新的理论，

理论不可能推翻实验。”因此，在197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后，丁肇中用中文发表演说，借机向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们强

调实验工作的重要性。

丁肇中团队目前正在进行的实验为“探索宇宙的起源”，

即 1994年以来的国际空间上的AMS实验，这是美国、中国、

俄罗斯等 16个国家和地区首次在空间领域的合作，有 60多

个大学和研究机构参与。

丁肇中透露，安装于国际空间站上的AMS已捕获分析了

540亿个宇宙射线粒子，大于过去100年的总和，在未来20年

内，还将搜集到3000亿个数据，“以前所未有的高度来探索宇

宙的起源，寻找宇宙中的暗物质。”

据悉，丁肇中此次是应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邀请参加“20
周年庆系列活动——大师课堂”的，这也是其第一次到商学

院做报告。而商学院之所以引入科学家，用中欧国际工商学

院院长朱晓明的话说，意在让企业家学员感悟科学与产业；

感悟科学家对人生的态度；感悟博雅教育。

丁肇中浦东开讲
畅谈“实验感悟”

■见习记者 曹之光 浦东报道

昨天，浦东图书馆新馆迎来

了开馆4周年纪念日。“大书柜”选

择了以特别的方式庆祝自己的

“生日”：举行“浦东新区图书馆学

会2014年会暨第五届浦东图书馆

学术论坛”。来自浦东及其它地

区高校图书馆、科研院所图书馆、

街镇图书馆、中小学图书馆等单

位共计600余名图书馆工作者，聚

焦“馆员的使命与担当”这一主

题，探讨大数据时代，图书馆服务

能级的提升。

原台湾图书馆馆长顾敏以

《大数据时代图书馆的应变、生存

与创新发展》为题，作主题报告。

他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图书馆不

必去进正当红的畅销书。等到畅

销书过了一年半载，经过时间考

验和沉淀后，才是图书馆值得去

收藏的时候。”顾敏的观点引发台

下听众的共鸣。

在浦东图书馆馆长张伟看

来，对图书馆的定位最为诗意的

是阿根廷杰出作家、曾经的阿根

廷国家图书馆馆长博尔赫斯在

《关于天赐的诗》里所说的：“天堂

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大数据时

代，如何为读者打造这样一个“天

堂”？张伟认为，过去的图书馆为

读者简单、被动地提供一个物理

空间，而今日的图书馆，更应承担

起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提供有

价值的思想，帮助大家发掘内心

世界。要做到这一点，提升馆员

的素质迫在眉睫。

正因为如此，浦东图书馆自

2011年 10月新馆开馆后，一方面

完善硬件布点，建成 1300多个馆

外流通点，遍布浦东城乡各个区

域，为包括农民、金融城白领、部

队军人在内的 540万浦东人提供

服务。在硬件建设逐步完善的同

时，多管齐下提升馆员素质，鼓励

员工为读者提供更专业更贴心的

服务。2012年6月，浦东图书馆牵

头成立了浦东新区图书馆学会。

如今，这一图书行业联盟已吸纳

333名个人会员，67家团体会员。

学会每年召开学术年会，也帮助

浦东市民整体的学术成长。

据悉，今年的学术论坛还邀

请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李

国新、杭州市图书馆馆长褚树青

等业内专家，以《<公共图书馆法

>最新进展——兼谈立法视野下

的队伍建设》和《新环境下公共图

书馆员的社会角色》的主题作报

告。分论坛则设有《文献资源建

设发展的趋势》、《智库型图书馆

的探索与实践》、《新媒体时代高

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思考》、《中小

学图书馆与教育信息化》四个主

题，紧跟图情发展的热点，为馆员

提供专业学习成长的平台。

浦东图书馆新馆昨迎开馆四周年
举办学术论坛 提升馆员素养

■本报记者 王延 通讯员 金懿

长江经济带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

革实施已满一个月。记者昨日从上海海

关获悉，改革实施一个月以来，系统运行

平稳，现场业务有序开展，各海关、各业

务条线间的联系配合顺畅，跨关区协作

机制逐步成熟。

据介绍，长江经济带海关区域通关

一体化改革自 9月 22日起，在长三角地

区的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合肥5个海

关率先启动。数据统计显示，运行首月，

五个海关共申报一体化报关单261万余

票，其中企业选择在上海海关申报166万
余票；区域审单中心专业审结报关单近8
万票，占报关单总量的3%，其中上海分中

心审结4万余票；专为一体化改革设立的

应急协调中心共受理内外部咨询268条。

此外，为更加便利企业，上海、宁波

海关还研究实施了放行电子化。区域审

单分中心间则进行了广泛的业务交流与

沟通，目前已实现系统操作、作业规范和

业务标准的“三统一”。

长江经济带海关
通关一体化“满月”

■本报记者 任文娇 浦东报道

昨日，市委常委、区委书记沈晓明，市政府副秘书长、区

委副书记、区长孙继伟，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唐周绍，区政协主

席张俭，区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冯伟率新区党政代表团赴杨

浦区学习考察。

新区党政代表团先后考察了上海复旦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及创智天地，参观展示厅，并听取有关情况介绍。在座

谈交流时，代表团成员听取了杨浦区委书记陈寅有关杨浦区

科技创新成功经验的介绍。副区长丁磊座谈时在座。

在座谈中，沈晓明说，杨浦在科技创新方面历来是全市

的重要样板。“三区联动”是杨浦为全市乃至全国总结出的一

个重要经验。杨浦已经完成了从老工业区到知识创新区的

转变，杨浦的转型经验值得浦东学习。杨浦的创智天地起点

高，开发水平高，入驻企业能级高，对下一阶段张江、金桥的

转型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据悉，近几年，杨浦坚持大学校区、科技园区、公共社区

“三区融合，联动发展”的核心理念，着力突破条块分割的体

制机制瓶颈，推动区、校、科研院所、企业联动发展。在重点

地区建设上，杨浦“五大功能区”辐射带动效应逐步显现。五

角场城市副中心和市级商业中心地位凸显，杨浦滨江发展带

南段开发有序启动，以环同济知识经济圈为代表的科技园区

特色明显，大连路总部研发集聚区形态显现，高起点规划开

发新江湾城地区。

诸葛宇杰、魏伟明、马效华等杨浦区领导陪同考察。

新区党政代表团
赴杨浦区学习考察

随着上月11号线迪士尼段全线区间土建结构贯通，该线3个车站的装修施工
已全面启动。图为11号线迪士尼段康桥东站顶棚支架已经完成。

□本报记者 朱泉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