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江发布”系列活动，今后将定期展示并推

介张江园区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直

接反映园区科技创新发展趋势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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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孙晓玲

11 月 6-7 日，数十位院士、专

家、企业家将汇聚上海科技馆，参加

2014 年上海院士专家峰会，共话上

海创新中心建设。

围绕“智汇浦江，共策上海全球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主题，峰会将

设置主会场和“影响未来的科技产业

之大健康”、“影响未来的科技产业之

智能制造”和“国内外区域创新发展

思享会”3个分会场。会上，沈文庆、

陈凯先、卢秉恒等院士和数十位专

家、企业家将围绕上海全球创新中心

建设和热点科技产业进行主题报告

和对话。

作为亮点之一，本次峰会特别安

排了“国内外区域创新发展思享会”

专题，邀请中关村、深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东湖高新区的管理者，以及美

国硅谷、中国台湾半导体协会专家从

各自区域的创新实践，对区域创新发

展以及上海创新中心建设展开讨

论。本次峰会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分

院、浦东新区科委、科协主办，中科院

院士上海浦东活动中心和上海浦东

新区科技企业创新研究会承办。

■本报记者 杨珍莹 通讯员 赵申生

记者日前获悉，作为外高桥打造

一流智能制造产业服务基地重要内

容之一，由外高桥新发展公司负责运

营的外高桥国际机床产业园（二期）

项目即将开建，预计 2016 年竣工。

届时，总量接近 10 万平方米规模的

外高桥国际机床产业园将会集聚更

多的高端机床产品，成为永不落幕的

国际机床博览会场。

可展示先进机床
数量超过80台

据了解，外高桥国际机床产业

园毗邻申江路上的上海自贸试验区

8 号门，规划土地面积 17.5 万平方

米。根据规划，该园区主要推进国

际最先进的机床设备、技术支持和

各项配套服务引入我国，为提升我

国制造业能级，加快高端装备制造

业、航天航空、信息通讯、轨道交通、

汽车制造和医疗器械等行业的发展

起到助推作用。

去年11月，一期项目落成，建筑

面积 3.6万平方米，自瑞士第一大机

床公司 GF 集团旗下的阿奇夏米尔

于今年1月13日率先投入营运以来，

伴随着上海自贸试验区前行的脚步，

德国的科门、恒轮，美国的肯纳飞硕、

儒博，瑞士的威力铭-马科黛尔、斯

达拉格等20家世界著名机床行业的

领军企业先后入驻，有些已经投入营

运，还有一些签约客户正在做入驻的

前期准备工作。

在瑞士GF集团的展厅，记者看

到几台高端机床正在演示着，其中一

台五轴联动的加工中心精度可达头

发丝的三分之一。另一台激光机床

可代替化学腐蚀，80秒就能完成模具

制造，高速切割机的转速则达到了每

分钟4.5万转到5万转。工作人员介

绍说：“这些机床均代表世界最高水

平的机床。”

据悉，目前在外高桥国际机床产

业园的产品以高精度、高效率、高尖

端产品为主，可展示各种世界先进机

床数量超过 80 台，被称为永不落幕

的国际机床博览会场。

未来有望成为
企业地区性营运总部

即将开工的二期项目与一期项目

相邻，用地面积近2.9万平方米，建筑

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计划2016年底

竣工。未来，这里有望成为跨国机床

行业企业的地区性营运总部集中地。

如果说 2009年成立的外高桥国

际机床展示贸易中心创造了一个新

的专业贸易平台，那么如今的国际机

床产业园则是其“升级版”，其中投资

企业也逐渐从原来单纯的贸易公司

转变为集展示销售、技术培训、售后

服务于一体的地区性营运总部。

据悉，目前在外高桥国际机床产

业园可以享受多项政策便利，其中包

括：集中保税展示和试制功能，免保证

金临时进口出区展示功能，进口机床

集中商检功能，耗材和零配件的分送

集报功能，机床整机进口许可证的免

招标集中办理功能等。机床产品上海

质量检测中心也入驻现场，为企业提

供“贴身服务”，方便了产品报检。

“上海自贸试验区要成为上海国

际贸易中心建设的前沿阵地，需要搭

建面向国际、服务国内的贸易平台。

在我们的规划中，就是要把外高桥国

际机床产业园打造成货物贸易便利

化的示范平台、服务贸易专业化的行

业平台。”负责国际机床产业园开发

建设的新发展公司总经理俞勇表示。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10 月 31 日，“张江发布平台”

宣告正式成立，在首期发布会上，

上海坤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

可鲁系统软件有限公司、芯迪半导

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等公司成

为首批“宠儿”，成功地进行了新技

术、新模式、新服务和新产品展示。

据悉，这种形式的推荐会将在

张江高科技园区内形成常态化。

今后，张江高科技园区将以定期展

示的形式，直接反映园区科技创新

发展趋势和水平。

建立遴选机制选“贤才”

上海正在加快向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着力培

育“四新”经济，打造新经济增长点

成为张江近期重点工作方向。

据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方

面介绍，“张江发布”系列活动，今

后将定期展示并推介张江园区新

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主

要是从政府角度推广张江园区企

业创新成果，搭建上下游企业供需

对接和创新合作的公共服务平台，

架构各类投融资机构与创新创意

企业的桥梁纽带，加快打造成为服

务张江园区企业创新发展的大窗

口和新平台。

“张江创新发布平台目前已建

立遴选工作机制，未来将会通过公

开渠道开放征集参与展示企业，也

会探索由若干集聚集群发展企业

联合自主策划专题发布方案，成为

最快捷、最方便发布新渠道，直接

反映张江园区科技创新发展趋势

和水平。”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

物联网成首期“明星”

“张江发布”首期发布会以“物

联网企业创新发展”为主题。据张

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王维刚

介绍，物联网产业作为以新技术、新

业态、新模式向各行业各领域全面

渗透发展、跨界融合发展的新兴产

业，在张江国家射频识别产业化（上

海）基地，各企业正以国家推动物联

网示范应用和上海加快高新技术产

业化为契机，着力构建良性互补的

生态发展环境，在实现链式发展的

同时注重错位竞争，分别主攻不同

应用领域，有着长足发展。

如首期推荐企业——上海坤

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研发的“符

合国家标准的超高频 RFID 读写

器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成功入

选 2014年度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

拟支持项目。据该公司董事长闵

昊透露，坤锐手机支付全卡方案实

现了双界面全卡功能，正与中国移

动等运营商合作，预计年底将会推

出首批基于 SWP-NFC方案的手

机支付系统。“到今年年底，装了坤

锐手机支付系统的手机，就可以代

替交通卡刷卡坐地铁了。”闵昊

说。

另一家上海雅朴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则在现场发布了“云端物联

平台之 RFID 公用纺织品跟踪管

理”，该系统可以解决目前公共机

构及专业洗涤公司所面临的成千

上万件的工作服、布草需要交接、

洗涤、熨烫、整理、储藏等必不可少

工序难题。它能够有效地跟踪每

一件布草的洗涤过程、洗涤次数、

库存状态和布草有效归类，堪称完

美的透明管理。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日前，交通运输部发布《贯彻落

实〈国务院关于促进海运业健康发展

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方案》。从加快

海运结构调整、加快航运服务业转型

升级、积极推进港口升级和现代物流

发展等 9个方面提出了 60项任务措

施，着力促进海运发展提质增效，切

实把国家海运发展战略部署落到实

处。

《实施方案》强调，引导鼓励符合

条件的民营企业从事海运业务，有序

发展中小海运企业，支持民营企业、

中小海运企业合作发展和联合、联盟

经营。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采

取综合调控手段，促进客船、危险品

运输企业结构优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实施方案》

中，特别加强了时间期限。如加快海

运结构调整方面规定，交通运输部水

运局、海事局牵头，财审司、国际司配

合，要在 2015 年完成老旧运输船舶

和单壳油轮提前报废更新实施方案，

加快淘汰一批老旧运输船舶和单壳

油轮，鼓励建造符合国际新规范和新

标准的船舶。

在大力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方

面，支持建立市场化运作的海运发展

基金，推动制定有竞争力的航运融资

政策措施，完善国际船舶登记、船舶

融资租赁、船舶保险与责任担保制度

等要在2016年取得阶段性成果。

此外，在 2015年要完成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稳妥开展外商成

立独资船舶管理公司、控股合资海运

公司、海员外派机构等对外开放试

点，总结评估效果并形成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建立海运领域外商投资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

式。

《实施方案》还提出，在天津、上

海、福建、海南等地开展邮轮运输创

新试点示范工作，拓展邮轮航线，逐

步发展中资邮轮运力，培育本土邮轮

运输品牌。到2020年，邮轮航线、航

班显著增加，形成2-3个有影响力的

邮轮母港。

自贸区智能制造产业基地再扩容
外高桥国际机床产业园（二期）项目即将开建

“张江发布平台”正式上线运行

交通运输部60项措施促海运发展
2015年自贸区要完成外商独资船公司等开放试点

现代航运服务业

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

建设的短板，上海需

继续大力发展现代航

运服务业。

□孙沛立/摄

院士专家峰会本周四开讲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记者日前从帝斯曼中国了解

到，帝斯曼与来自芬兰的倍耐克公

司，联手为太阳能玻璃盖板减反射

涂层市场推出一种全新的气溶胶

沉积镀膜技术。

此次合作，倍耐克将提供其最

新的气溶胶镀膜技术，帝斯曼将提

供其独特的减反射涂层材料。这

两种技术的结合为高质量太阳能

镀膜玻璃的产品需求提供了理想

的解决方案。

据悉，此次帝斯曼提供的独特

的减反射涂层，它通过降低光线的

反射来实现最大化光线透过，从而

使太阳能组件获得约4%的额外功

率。

帝斯曼倍耐克联手
在太阳能市场推出新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