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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江推出三个创新创业集聚区
首个集聚区“张江创业传奇广场”闪亮登场

云家政完成1200万美元
B轮融资
■见习记者 卢晓川 浦东报道

日前，浦东O2O平台云家政宣布，已完成由 SIG领投的

1200万美元B轮融资，未来将进一步加速全国布局。

对于融资后的计划，云家政创始人薛帅表示，下一步计

划将在春节之前完成全国布局，同时对于已经开站城市开展

精耕细作，提升服务品质。

薛帅认为，互联网不仅要帮用户找到阿姨，还要解决效

率的问题。市场调研发现，其他同类产品的预约等候时间至

少为 8小时，但是 50%-60%的用户都更偏爱当天下单请阿

姨，当天享受上门服务。所以，云家政正在尝试推行一种名

叫“宅速洁”的极速上门服务新模式，未来有可能将预约阿姨

后的等候时间缩短到一个小时。

据悉，云家政成立于 2010年。目前，平台业务已覆盖家

政行业全品类，包括小时工、育儿嫂、月嫂、老人看护等。

2014年12月，云家政宣布完成数千万美元的A轮融资。

此外，云家政方面还表示，近期将进行新一轮扩张，在30
天时间里扩张12个城市分站。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18 日晚上，张江的传奇广场焕

发出不一样的光彩。一场以“探索创

星系”为主题的张江创新创业集聚区

发布会暨张江集团投贷孵学平台品

牌发布会在这里举行，该地块也有了

其新定位——“张江创业传奇广场”。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张江正在

集中力量打造三个创新创业集聚区，

其中之一是将依托张江地铁南广场

1万平方米场地打造“张江创业传奇

广场”，通过引进一批国内顶尖创业

服务组织，加速全国优秀创业项目和

创业人才集聚，打造张江众创高地。

让创业者无后顾之忧

提到张江的传奇广场，以往“张

江人”想到的是饭店、KTV、电影院，

或者是地铁二号线张江高科站。如

今，这样一个集商业、交通等配套齐

全的地块，将成为张江最新的创业集

聚区。记者从活动现场了解到，张江

科投、IC咖啡、创梦亚马逊、苏河汇、

贝壳社等创新机构即将入驻“张江创

业传奇广场”。

对于为何选择传奇广场？张江

高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杨晔表示，因

为对创业者而言，周边配套是否齐全

很重要。“创业者是没有上下班时间

的，全天候在奋斗，完善的设施，可以

让他们无后顾之忧。”杨晔说。

除了“张江创业传奇广场”外，杨

晔透露，另两个创新创业集聚区将位

于张江北区与张江中区。

其中，张江北区已经形成一定的

商业配套，未来将成为国际众创空

间。张江中区则基本建成，在规划

中，这里未来将成为张江科技城的核

心区域之一，拥有两个地铁站，相关

配套也会逐步建立。

“我们希望通过三个创新创业集

聚区，打造张江众创高地，期待看到

越来越多创新创业机构集聚在这里，

共同滋养张江创业土壤。”杨晔表示。

张江推出创业服务品牌

去年 10月底，张江集团以张江

科投为母体，整合小额信贷、孵化器、

创业培训等资源，建立了张江集团投

贷孵学平台，经过一年时间的酝酿，

其新的品牌形象——Vπ也在活动

中正式亮相。“π”正如同对创新创业

的预言，无限不循环。“V”则集合了

关于创新创业的不惧失败、勇于试错

等基因。上海张江科技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微微表示，

希望以这个新形象，向创业者致敬，

为创新者喝彩。

记者了解到，张江Vπ未来的运

营模式，包括投资派、孵化派、学院派

等。其中，投资项目的同时也将和优

秀的投资人合作；拥有张江创业工坊

的同时也与专业的孵化器合作等。

对于为何称之为平台？陈微微

表示，张江希望改变的就是一种传统

的、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如果说过

去政府的主体曾经是独立的芯片，那

么今天我们要为创业者量身定制一

种芯片级的系统，系统级的芯片，要

降低能耗，提高效率。”陈微微说。

在此次发布会后的分享环节，张

江创业“老兵”、“90 后”创业“小鲜

肉”等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们

表示，创业者的需求已经从最初的场

地、单纯的资金需求，转向资源对接

的关注和对“创意创新”的追求。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美敦力有限公司近日宣布，其Activa®脑深部电刺激Acti⁃
va®系列产品（俗称“脑起搏器”），正式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监督

管理局（FDA）批准，用于有条件的全身核磁共振成像（以下

称“MRI”）。

据悉，美敦力脑起搏器系统是目前为止，唯一获得了有

条件核磁兼容性批准的产品。这一批准，使得患者在接受美

敦力脑起搏器治疗的同时，仍然可以在未来使用MRI这样一

个至关重要的检测手段，来检测健康、筛查疾病。

据悉，为了提高Activa®系列产品在全身性MRI核磁扫

描环境下的安全性，美敦力公司结合先进的电磁建模工具，

开发了特殊的测试和测量系统。Activa®系列产品经过了严

格的测试和评估，通过1000万次的模拟患者扫描，超过38000
个独立个体在植入条件下的扫描实验，用数据验证了核磁兼

容的安全性。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记者日前从上海创智空间投资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由其与新加

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张江高新技术创

业服务中心共同举办的“中新创新论

坛暨项目合作签约仪式”在张江创智

空间举行。未来，三方将就教育培

训、创业孵化等在内的多个领域展开

合作。

签约仪式上，三方就新加坡国立

大学商学院上海国际创新与创业研

究中心，以及 ISPACE亚太创新中心

两个合作内容签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其中，在张江创智空间设立的新

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上海国际创新

与创业研究中心，涉及案例研究、课

题研究、教育培训以及校友活动四个

内容。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将主

要负责案例研究以及开展创新创业

相关研究。上海张江高新技术创业

服务中心和创智空间将通过提供企

业样本、辅助收集数据等协助相关工

作的展开。

ISPACE 亚太创新中心由新加

坡Kerydh Private公司、上海创智空

间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新建集团

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共同出资成

立。中心落户新加坡，致力于国际项

目孵化，帮助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

海外业务，为在新加坡留学的年轻人

提供边学习边创业的空间等。并将

携手合作伙伴在亚太地区，搜寻好的

创新点子和创业团队，提供一套系统

孵化和加速初创公司发展的方法，降

低早期发展阶段的风险。

上海创智空间投资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朱成羿表示，目前上海

正着手建设科创中心，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上海对于全球创新创业的影响

力，需要对接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孵化

器、研究机构、咨询机构以及资本机

构。他认为，此次合作不仅为浦东携

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机构提供了机

遇，也将同时引入高质量的创新创业

教育，帮助国内企业家更好地走向国

际。

朱成羿还向记者透露，未来创智

空间预计还将引入哈佛大学、悉尼商

学院等全球知名教育培训机构，构建

亚太创新联盟，携手助力上海建设科

创中心。

据悉，上海创智空间投资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的“创智空

间 ISPACE·张江信息园”位于张江

高科技园区，入驻企业主要以从事

文化创意产业、现代服务业、IT行业

（涉及通讯、网络等领域）研发类企

业（包括世界 500强企业）。而其运

营管理的“创智空间·康桥信息科技

园”则将于明年年中对外营业，该园

区将专注于提供创新创业服务，引

入互联网以及环保等领域的高科技

创新企业。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日前，2015 GE基金会科技创新

大赛颁奖典礼在浦东举行。来自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李军配博士获得

本次大赛桂冠，另有 18名硕士和博

士生获得二、三等奖。作为GE创新

型人才培养的平台之一，GE基金会

科技创新大赛旨在发掘本地科研人

才，鼓励在校学生研究实用的科技创

新技术，从而为公司乃至行业的长期

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今年的GE基金会科技创新大赛

于6月份正式启动，面向全国15所大

学的在校大学生，覆盖能源、水处理、

电子与电气工程、机械与制造工程、

化学工程领域及材料科学等领域。

相比其他学术类竞赛，GE基金

会科技创新大赛更注重在实用性技

术方面实现创新，鼓励大学生针对经

济发展、市场变化以及产品开发的需

求来展现自己的创新能力。

记者从颁奖典礼上获悉，今年选

手们提交的方案中涌现出很多极具

创意的优秀作品，比如面向新一代高

温合金空心涡轮叶片的快速制造技

术、用于高效凝结换热的复合超疏水

涂层、利用超短脉冲激光还原氧化石

墨烯、空气活化制备多孔碳纳米纤维

及其在高性能柔性锂离子电池中的

应用……充分彰显了在校大学生们

的创新能力与前瞻思维。

GE全球副总裁兼中国研发中心

总裁陈向力表示：“在国家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在上海加快建设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进程

中，创新比以往任何时期对于社会和

经济的发展都更有决定性意义，而面

向未来的高素质创新性人才是这一

切的根本。GE中国研发中心不仅注

重以自身的科技创新推动社会发展，

也非常乐意并一直在为理工科人才

的培养搭建创新平台。GE基金会科

技创新大赛正是提供了这样一个让

年轻一代展示独特想法和创新视角

的舞台。”

据悉，科技创新奖由GE基金会

出资，GE中国研发中心与国际教育

协会合作举办，上海市科委对外科学

技术交流中心作为活动支持单位。

自2002年至今，已有近400名学生获

得此项荣誉，更有不少优秀获奖者在

毕业后加入了GE中国研发中心的

各类创新人才培养项目中，成长为优

秀的工程师。

除了GE科技创新大赛之外，GE
中国研发中心还开展了一系列理工

科在校生培养计划，先后和同济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建立合作关

系。

■本报记者 欧莉 浦东报道

12月18日，祝桥国际现代快递物流园区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在祝桥镇政府举行，标志着祝桥国际现代快递物流园区建

设正式启动。

根据协议，祝桥镇与上海市邮政管理局将通力合作，共建

祝桥国际现代快递物流园区。该园区定位：坚持服务大飞机

项目为核心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打造服务先进制造业示范基

地；坚持服务以上海自贸区为平台的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打造

现代跨境电商功能集聚区；坚持服务以浦东机场为基地的中

国快递国际化发展，打造成为快递“向外”航空枢纽。双方将

在规划衔接、政策研究、设施配套等方面加强合作。

据了解，祝桥正面临着建设航空城的难得历史机遇，与

上海市邮政管理局合作建立国家级快递物流园区，可以充分

发挥祝桥临空地区的航空枢纽优势、集聚优势、政策优势和

产业优势，汇集国内外著名国际快递物流企业、跨境电商，推

进快递服务贸易、制造业发展模式的创新和普及，全面提升

园区的产业能级和经营效益，助推祝桥航空城建设。

即将入驻传奇广场的张江科投、IC咖啡、创梦亚马逊、苏河汇等创新机构的代表共同为“张江创新创业集聚号”探
索火箭注入能量。 □本报记者 杨珍莹/摄

GE基金会科技创新大赛落幕
鼓励高校学生研究实用型科创技术

提升上海对全球创新创业的影响力

创智空间引入新加坡高端教育资源

美敦力脑起搏器产品
获美药监局批准

祝桥正式启动
国际现代快递物流园区建设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记者获悉，在日前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

国电子科技集团与微软共同宣布成立合资公司，将面向中

国，基于Windows，研发专用版操作系统系列产品。

据介绍，合资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4000万美元，双方股比

为中国电科51%，微软公司49%。

未来，合资公司将致力于形成本土化操作系统的研发和

服务能力，为中国政府机构和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国企用

户，提供安全可控的、基于微软操作系统技术的专用版操作

系统系列产品和服务。

微软公司将承担支持合资公司开发操作系统定制化的

任务，帮助已经部署视窗系统的政府和专业用户迁移至未来

的定制版解决方案。专用版操作系统可由政府选择杀毒软

件等，同时，微软将保留技术的所有权。

据悉，中国电科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十大军工集团之一，主

要从事国家重要军用和民用大型电子信息系统的工程建设，重

大装备、通信与电子设备、软件和关键元器件的研制生产。

微软与中国电科建合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