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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家中韩合作产业孵化器张江成立
探索“前沿文化”双向开发新模式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日前，在张江 E 产业沙龙上，

VR/AR（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

术）产业成关注焦点，多家业内知名

企业现身，讨论产业发展趋势及商

业价值。

随着智能产品的推动，VR/AR
领域成为产业高地。目前，AR/VR
已在娱乐、旅游、教育领域最先普

及，然后会延伸至医疗、工业培训、

房地产、虚拟驾驶、虚拟网购等领

域。

记者从沙龙上了解到，张江已

云集了一批专注于 VR/AR 领域的

科技企业。

获得著名天使投资人蔡文胜A
轮投资、纪源资本A+轮投资的亮风

台就是其中的领军者。在 2015 年

前，亮风台主要通过基美耀拍、微信

图应答等手机应用提供图像识别技

术服务，在完成一定营收的同时，也

积累了丰厚的图片数据。亮风台

CEO 廖春元指出，“投资银行 Di⁃
gi-Capital曾有一份报告称，至 2020
年，全球AR和VR市场规模将会增

长到 1500亿美元，其中VR和AR的

市场规模比例为 1：4，后者预计会有

80%的市场份额，AR 已是大势所

趋。”

将目标客户群体锁定在 0-6岁

婴童早教图书产品的仙剑文化在这

个领域内深耕已超 10年，于去年年

初挂牌新三板，目前已开发出 3000
多个婴童早教产品。公司董事长周

利良认为，“AR技术把虚拟对象带

入到用户的现实世界中，简单地说，

就是书上的东西活了，会和现实中

的用户交流了。”

据悉，仙剑文化目前是全国第

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AR识别平

台的幼教产品开发商，正抓紧将

3000多个幼教产品全部AR化。

去年年底挂牌新三板的河马动

画则积极布局电影产业终端，打造

“影院+VR&AR”互动体验的综合性

娱乐生态圈。河马动画以VR互动

技术为依托，率先在坐落于张江的

上影河马国际影城开辟专区，提供

虚拟仿真游戏对战平台、虚拟驾驶

舱、虚拟现实飞行模拟器等虚拟仿

真硬件系统。

AR/VR 应用的拓宽将推动整

个产业的快速发展，据易观国际的

报告显示，2018 年之后，AR/VR 领

域会进入快速成长期。资料显示：

2015年国内已涌现出 100多家VR/
AR硬件厂商。

在沙龙活动上，多位业界资深

人士表示，现在是AR/VR产业起飞

的前夜，当前的应用领域可能只是

一小部分，今后还会有更多、更好的

创意应用，任何一个东西只要有使

用价值最终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商业

价值。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日前，位于浦东的上海至精国际船舶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成为全国首家登

陆资本市场的船舶管理公司。

据悉，至精船管是世界 500强企业海航集团打造的航运

经营服务平台，成立于 2009年 4月，总部位于上海。相关数

据显示，至精船管管理船舶近30艘，运力超过140万吨，航线

遍及全球，船队规模、运力水平在国内船舶管理行业中位居

前列。

随着世界贸易量的发展以及国际航运业的激烈竞争，船

舶管理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分布，其提供的专业管理服务

普遍受到船东的青睐和认可，成为航运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

部分，这也是航运业全球化发展的一个大势。借助科技和金

融的力量，在常规业务的基础上进行业务延伸，推动战略转

型升级是我国航运服务业发展的方向。

据悉，至精船管将以“船舶、人员、数据”为核心，对航运

上下游服务企业和资源进行投资、并购，逐步打造以船舶管

理等业务为基础，以航运电商、航运大数据等业务为延伸的

经营服务平台。

下一步，至精船管将把“一带一路”建设的路线区域作为

开拓市场的重要突破口，依托海航集团产业资源整体优势，

以船舶管理为基础，大力拓展航运链、服务链和价值链，加强

各相关产业间的协同合作，提供更多全程化、个性化的航运

服务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还将积极投身上海国际航运中心、

长江经济带航运服务建设，与国内外知名的大型船舶管理公

司合作，发挥船舶管理的集群效应，以及对相关航运资源的

虹吸效应，使产业链不断优化。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日前，在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孵化

平台上，国内第一家中韩合作产业孵

化器——上海力贺邦众创空间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贺邦”）宣告

成立。

此次，力贺邦与韩国最大的创业

服务器 REHOBOTH 合作，将在文

化和科技领域，链接中韩两边优秀创

业团队，对接双方潜力创业项目，整

合两国优势创业资源。力贺邦还将

与 REHOBOTH 采用共同出资方

式，在孵化器运营管理、品牌营销、资

本运作等方面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协

议。

推动中国文化创
意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韩流”，早已不仅仅局限于韩

剧、流行音乐和明星的范畴，而是已

发展成为包括出版、漫画、卡通、音

乐、游戏、影视、广告、人物形象等在

内的韩国文化创意产业。“韩流”文化

作为韩国的“国家名片”，为韩国其他

产业带来的机会和经济效益，远远超

出了“韩流”文化出口本身的价值。

记 者 了 解 到 ，韩 国 RE⁃
HOBOTH 创立于 1998 年，经过 18
年的耕耘，已经设立了36家孵化器，

孵化了 3600多家创业企业，其中不

乏销售额已经超过 3亿美元的大型

企业。REHOBOTH作为韩国最大

的民营孵化器，与韩国政府、金融机

构、韩国大学等开展了紧密的合作，

在文化创业孵化上具有丰富的经验。

目前，REHOBOTH 已经开始

立足东南亚并布局全球新兴市场。

REHOBOTH CEO睦荣斗表示：力

贺邦众创空间是REHOBOTH第一

个海外孵化器，将会得到韩国 RE⁃
HOBOTH 总部最大的支持。“我对

和中方力贺邦合作的前景非常看好，

期待能在双方共赢的基础上实现最

优化的创业孵化。”

力贺邦众创空间创始合伙人蔡

文韬则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是韩国的

全球领先的产业，同时文化创意产业

也是张江的主导产业之一，这决定了

力贺邦在张江打造中韩文化创意产

业的众创空间的目标，“这只是最初

的设定，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借助

REHOBOTH 的全球化步伐，共同

推动中国的文化创意企业走向国际

市场”。

张江园区将推出
全方位服务举措

上海众创空间联盟理事长范伟

军对中韩此类合作，给予了很高的期

待。他认为，我国在很多方面都已经

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了，影视、动漫、新

媒体等方面近些年也有不错的成绩，

但和韩国同类作品的水平相比仍然

具有一定差距。中国的文化底蕴深

厚，通过中韩合作，希望能够学习到

韩国优秀经典影视文化作品的策划、

编剧、制作方式，结合自身优势取长

补短，提升我国影视作品的开发和运

作能力。

据范伟军透露，目前上海众创联

盟已经有110家单位，此外，还有100
多家正在申请。

优良的服务是创业者在张江能

享受到的最大利好。力贺邦众创空

间母平台是张江高新技术创业服务

中心，其主任杨伟民透露，除了传统

孵化器的硬件支持，张江园区还推出

全方位服务举措。

具体包括先行先试的政策、各类

资源的集成、平台要素的集聚、点面

结合的扶持、引入创业专家团队，在

每个创业阶段，为创业者提供课程辅

导、模拟公司实训平台、产品推广等。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人类在探索生命奥秘的过程中，

产生了大量的生物信息数据。这些

数据是当今世界大数据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催生新兴产业和保障国家

生物安全的战略性资源。当前，生物

和健康相关的大数据开发利用已经

成为国际热点。

日前，“大数据与精准医疗”专家

院士论坛在张江举行，上海院士中心

主任杨胜利在会上透露，目前全国总

计有 15个科创中心在推进，15个里

面分领域有药物、免疫治疗等，目前

在相关领域里重点在推的有三个：大

数据、生物样本库以及健康管理科

学，“科创中心是全局性的，不管是哪

个领域，要做产品和治疗方案，都要

跟这三个相关联”。

记者从论坛上获悉，目前，生物信

息学和计算生物学的发展，已经使得

生物学、医学研究从原先被动地接受

生物信息学和计算生物学的数据分析

服务，转到先由生物信息学和计算生

物学帮助进行理论分析和设计，然后

再开展实验研究和验证工作。因此，

生物信息学和计算生物学已经从一个

数据驱动的科学转变为数据和假设共

同驱动的科学，而生命科学研究已经

开始迈出了从纯粹的实验科学向理论

科学转变的关键的一步。其中，大数

据正成为生物医学研究创新引擎，并

由此催生生物产业新业态。

美国市场调研公司 BCC Re⁃
search的报告指出：至 2018年，生物

技术大数据的市场总额将增长至 76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71.6%。

一些国际巨头公司如谷歌、IBM、微

软等已开始在基因测序与分析、临床

药物研发管理及健康管理等领域提

供大数据服务。

近年来，转化医学和精准医学成

为热点，而组织生物样本库则是其中

最重要的资源。生物芯片国家工程

中心生物银行主任张庭毓透露，该中

心正用企业化形式去运作生物样本

库，此外，还包括标准化的建立，样本

如果只存不用，科研是非常难以推动

的。所以我们聚焦在成果转化，核心

专利，SFDA产品和文章，最终让患

者受益”。

微创医疗也在会上透露，正逐步

计划将医疗数据转化为生产力，支持

未来的医疗策略分析。其明信息、欣

凯医药等相关负责人也阐述了当前

企业正在尝试的大数据应用。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金桥VR产业氛围不断提升。记者从日前的“浦东金桥·
VR产业始发站——2016虚拟现实技术与应用高峰论坛”上

获悉，金桥开发区将依托现有的移动互联网视听视讯产业，

汇集全球技术，力争成为VR产业发展高地。

“VR跟AR技术很可能带来PC和互联网以后的第三次

IT产业变革。而这个行业的发展与金桥片区的产业布局高

度契合。”上海自贸区管委会金桥管理局副局长殷宏在论坛

上表示，金桥一直在推动移动互联网发展，构建完善的产业

体系，“这让金桥在进入VR行业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也

希望借此优势走在行业前列。”

除了日前举办的高峰论坛，金桥开发区还将在今年6月8
日至 9日迎来首届全球虚拟现实大会，旨在更进一步促进产

业发展。

记者获悉，该场VR行业大会由市经信委指导，区经信

委、上海自贸区金桥管理局、上海金桥开发区管委会、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众创平台、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移动咪咕视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将齐

聚全球VR产业的企业高管、创新者和产业领袖，共同学习

了解 VR 技术趋势和产业应用，共同推动 VR 产业的发展

与融合。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日前，华领医药宣布完成美元和人民币双币种的5000万
美元C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中国股权投资机构嘉实投资领

投。据悉，本轮融资将支持华领医药今年完成用于治疗 2型

糖尿病的创新型第四代葡萄糖激酶激活剂——HMS5552的

临床 II期试验，加速进入临床 III期研究，同时推进产品管线

中的其他新药和技术项目的开发。

华领医药于 2015年 9月启动了为期 12周、针对糖尿病

病人的 HMS5552 的临床 II 期试验，并计划在 2016 年年末

公布主要结果。在此之前，该公司已经完成了四个临床 I
期试验：包括在中国进行的单剂量和多口服剂量递增试

验，一个为期 4周的临床 Ic作用机理和药效学研究，以及一

个最近在美国完成、研究HMS5552和二甲双胍联合用药的

临床 Id试验。这些试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 HMS5552在中

国和美国糖尿病患者中的安全性、有效性和全新的作用机

理研究，为即将开始的 III期试验的临床设计提供了坚实的

科学基础。

据悉，HMS5552是世界原创的葡萄糖激酶活性调节剂类

糖尿病药物，并且是第一个在中国首发，并实现在中国首先

上市、具有全新药物作用机制、全球首创的糖尿病新药。

目前，华领医药正在中国和美国进行临床试验，将对国

际糖尿病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张江企业提前布局VR/AR领域
VR/AR已成为产业高地

业内报告称，至2020年，全球AR和VR市场规模将会增长到1500亿美元，产业前景广阔。 □东方IC

大数据与精准医疗专家院士论坛举行
将催生生物产业新业态

至精船管成功登陆新三板
为首家登陆资本市场船舶管理公司

金桥构建VR产业交流平台

华领医药成功完成
5000万美元C轮融资
专注中国首发糖尿病药物研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