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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民生难题 科创也有“温度”
张江科技企业针对“一老一少”发布多项解决方案

西门子“创客马拉松”
设计大赛举行
将设独立部门整合初创企业项目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养老与育幼是家庭的两大责任。随着

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空巢老人”现象愈

发普遍；而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也使得很多

家长陪伴儿童的时间大幅减少。老人与儿

童的生活状况和生活质量一直备受社会的

关注。在着力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的张江，一批创新企业开始

通过技术和模式创新去破解民生难题。

在日前举行的“张江发布”第十三期活

动现场，5 家科技企业纷纷向现场观众和

媒体展示了各自针对老幼生活的最新解决

方案，通过互联网医疗、家庭物联网、人体

科学等软硬件技术，这些创新者用“有温

度”的科技融化老幼问题这座“冰山”。

试水互联网求医

上海帝林生物科技研发股份有限公司

在现场发布了一种互联网医院的新模式

——如医医生APP移动应用。

上海帝林生物首席运营官吴芊诺介

绍，通过该款APP，患者可以创建自己的健

康档案，通过社区医联体实现档案互通，找

到自己认识的医生，实现实地就医。而日

前其自主研发的机器人医生 Doctor.π 更

可以24小时随时待命。

上海近两年正努力打造社区医院，推

动全科医生下基层，以区域责任制的形式

承担一定范围内老年患者的健康咨询工

作。据悉，上海帝林生物目前已和浦东的

公利医院及其所属金桥医联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达成深度合作。

业界认为，上海帝林生物此举或许可

以带来一种新的医疗模式，通过“互联

网+”加快全科医生进社区的进程，帮助老

年患者获得更方便快捷的就医体验。

“互联网医院”的模式可以改变传统求

医的流程，却无法了解老年人的生活细节

和病变征兆。动脉粥样硬化、非酒精性脂

肪肝、普通肥胖，这些问题是影响中老年健

康的主要问题。

上海鹏飙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史鹏飞

带来公司研发的智慧健康管理系统。据

悉，该系统是社区慢病科学管理的综合应

用系统平台，在采集老年人健康信息的基

础上，运用电子信息、互联网技术、移动通

信、现代医疗和连锁结合的创新商业模式，

可以显著降低健康管理成本，进行科学化

健康管理。

史鹏飞表示，目前该系统可以针对糖

尿病为主的慢性病进行综合干预，而不像

其他系统，仅仅收集数据展示。基于有氧

计步器、心电测量设备、神经传导测量设

备、血糖血压测量设备等，它已拥有完善的

体征指标监测系统。

史鹏飞表示，目前智慧健康管理系

统已经参与华山医院、上海疾控中心发

起的上海市社区糖尿病管理项目，未来，

还将参与到其他国内社区糖尿病管理项

目中。

直击家庭“痛点”

现在的年轻人由于工作等各种原因，

很多都没有充裕的时间照顾父母、陪伴孩

子。上海青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开发了一

款名为“想家宝”的远程陪伴机器人，直击

这一痛点。

据该公司创始人程宇航介绍，子女若

要联系老人，拨通“想家宝”后 3秒就能自

动开启视频通话，滑动屏幕还能远程控制

机器人 360度旋转，方便查看老人在家中

的情况。“想家宝”的另一大特色是内置红

外线传感器，可监测前方是否有人走动。

“老年人的作息比较规律，会在固定时间经

过固定地点，通过红外传感器，监测老人必

经的区域，若长期无活动信号，便会向子女

报告异常。”程宇航表示。

在活动现场，上海维锐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带来的一款针对儿童坐姿保护的产

品吸引了广大参观者的兴趣。这款名为

“感姿精灵”的产品本是公司创始人蔡晓

恺送给自己女儿的一个礼物。整天忙于

事业，蔡晓恺竟不知女儿何时开始坐姿变

差，父爱点燃了他的创意灵感，也正是这

个想法，让智能硬件行业多了一个新产

品。

记者了解到，它可以戴在孩子的左耳，

精确识别孩子的不良坐姿并发出提示，家

长能够从APP端了解孩子的坐姿情况，并

通过坐姿打分实现更多延展性功能。目前

该款产品已在京东众筹上线。

此外，聚熵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及市场总监李传丰现场发布

了一款人工智能云平台——语义云。据

悉，通过语义云，孩子和老人可以轻松通

过语音控制家中的硬件设备并接管相应

系统。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大数据”作为时下最时髦的词

汇，已逐渐渗透辐射至各行业，改变

了一些传统行业的管理和运营思维

方式。在此大背景下，大数据也触动

着汽车行业管理者的神经，大数据在

汽车行业释放的巨大价值，引起了诸

多业内人士的兴趣。

日前，魔方大数据行业应用系列

圆桌会议在上海超级计算中心举

行。本次活动聚焦汽车大数据，以

“大数据驱动汽车产业升级发展”为

主题，超过 80 名汽车行业领域专家

及企业负责人齐聚一堂，解读宏观经

济形势、深度分析行业热点、预测汽

车领域发展趋势等。本次活动由上

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科

学技术委员会指导，上海大数据联

盟、数据猿主办，嘉之道汽车协办。

上海超级计算中心主任周曦民、上海

市科委高新处副处长肖菁出席会议，

论坛由上海大数据联盟常务副秘书

长马慧民主持。

我国汽车行业开始广泛使用互

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来提

高运营效率。会上，嘉之道汽车及正

时汽车董事长徐锦泉通过深度剖析

汽车后市场的现状，引出了后市场两

大痛点——“配件流通层级多，缺乏

数据支持”和“流通关键B-b环节效

率低”。

据悉，为了帮助维修终端打破弱

势局面，正时汽车基于大数据、围绕

车型-配件-维修信息已搭建了通配

数据库，并建立了全车型全配件综合

查询交易系统 SuperEPC，经过这两

年的努力，其数据已覆盖 1300 个车

系、超1.8万个款型。

徐锦泉认为，数据并不难弄到，

关键是通配，要做好垂直领域的深度

分析。“汽车后市场目前的政策变革

和转型有利于车险企业的发展，但国

内车险和汽车后市场均不成熟，仅是

浅层合作，两者必须紧密协作，而不

是简单抱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

产业跨界融合。”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正时汽车搭

建了以车险为核心的事故车/故障车

全车配件交易平台，希望实现市场效

益最优的产业融合，大力推动产业蓬

勃发展。

芮锶钶（上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CEO李献坤则介绍了车联

网大数据的保险应用。他表示，数据

显示，有45%保险公司运用了大数据和

预测模型来进行了风险选择。“全球来

看，保险车联网正发展迅速。”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教授、汽车大

数据行业资深专家朱西产与大家探

讨了大数据在智能网联汽车中的应

用。上海驭势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黄波就无人驾驶的议题与大家

进行了分享。

魔方大数据行业应用系列圆桌会

议是由上海大数据联盟策划主办的系

列活动。该系列活动围绕大数据热点

问题，邀请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企业

界权威人士进行主题发言，并就有关

问题进行交流研讨，形成若干政策建

议和行业倡议。该系列活动开始于去

年10月，本场活动是第八场。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日前，由西门子主办、孵化器创智天地 InnoSpace承办

的“创客马拉松”设计大赛在上海创智天地举行，这次 48
小时不间断的智能家居设计“马拉松”，吸引了来自中国

各地智能家居领域的 100多名“创客”，共同探讨智能家居

行业现状和未来。主办方表示，此次西门子“创客马拉

松”联合 Inno Space旨在为在智能家居领域耕耘的开发者

们提供一个平台切磋较量，共同探讨优化出最佳的智能

电气控制方案。

本届“创客马拉松”共分为创意风暴、编程研发、Demo
展示三个环节，要求参赛者在48小时内将脑中想法付诸现

实。获奖团队除奖金鼓励外，还将优先获得西门子中低压

产品业务部的业务合作权。

记者了解到，早在本届“创客马拉松”之前，西门子就和

Inno Space两次合作，共同推出“西门子&Inno Space工业

4.0创业加速计划”，聚焦工业领域的数字化应用、工业物联

网、工业软件、机器人和智慧交通等。

西门子一直以来不断致力于积极培育颠覆性的创新想

法并加速新技术的发展。据悉，今年10月1日，西门子将成

立一个独立的业务部门——Next47。新部门将整合西门子

目前的初创企业项目，面向内部员工、公司创始人、外部初

创企业及已经具备一定规模的公司开放，支持其在西门子

所规划的战略创新领域的商业构想。Next47将在伯克利、

上海和慕尼黑设立办公室，并将在成立的第一个五年获得

10亿欧元的资金。

魔方大数据行业应用系列圆桌会议关注产业热点

中国汽车后市场需要大数据支撑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药明康德昨日宣布，该公司研究服务部与瑞典创新生

物技术公司Pelago开展合作，双方将利用Pelago独家专利

的细胞热转移分析技术，为全球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提供

药物靶点作用的定量分析服务。

与靶点的有效结合对于靶向药物的疗效至关重要，

Pelago的细胞热转移分析技术能够定量分析靶点与药物在

活细胞及组织内的作用情况，从而更好地指导相关靶向药

物的研发。药明康德研究服务部与Pelago此次合作将有

望进一步推动细胞热转移分析技术在全球的推广和应用，

帮助广大医药研发和生物技术公司更加经济高效地研发

创新药物。

“我们非常高兴与药明康德研究服务部合作，将我们

的药物靶点作用定量分析能力与药明康德一体化的全产

业链研发服务有机结合。”Pelago首席执行官Michael Dab⁃
rowski表示，“我们相信通过与药明康德这样的国际研发

平台公司合作，将使得全球更多新老客户受益于细胞热转

移分析技术，加速他们的新药研发进程。”

药明康德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公司研究服务部

负责人杨青表示，“细胞热转移分析技术平台与药明康德

研究服务部的结构生物学和生物物理测试平台之间有着

很强的互补性。”

据悉，药明康德的小分子药物研发及生产平台、生物

制剂研发及生产平台、细胞疗法与基因疗法研发生产平

台、医疗器械测试平台以及分子检测与基因组学平台，正

承载着来自全球 30多个国家/地区的 2000多家创新合作

伙伴的数千个研发创新项目。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国内首部关于航运中心建设的

地方性法规《上海市推进国际航运中

心建设条例》于昨日正式实施。该条

例是一部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框架

性立法，基本覆盖了航运中心的各个

要素。

日前上海市交通委员会组织召

开的新闻通气会，对条例内容进行了

解读。据介绍，条例共6章46条，从总

体目标、建设推进机制、航运发展扶持

政策、海运领域创新措施、邮轮产业发

展、国际航空枢纽建设、航运科技创

新、航运营商环境等八大方面，明确了

推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措施以

及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

上海海事大学原党委书记、校

长於世成指出，条例的一大亮点是

将国务院关于上海自贸区试点方案

中涉及航运发展的内容，转化为地

方性法规条文。一些在上海自贸区

先试先行的优秀成果，也被纳入条

例中。

此外，在聚焦航运服务体系和

软环境建设方面，於世成认为，条例

围绕船舶运输、邮轮发展、海空港服

务、船舶登记与引航、航空货运物

流、航运交易、金融机构服务和航运

保险服务、航运企业和机构的发展

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可操作的规

定。

此外，条例透露，上海将加强机

场基础设施的集约化建设，增加机

场容量，以满足航空运量增长和功

能品质提升的需要；上海市还将采

取措施，支持主运营基地在上海的

航空公司、国内外其他航空公司和

航空联盟，共同建设品质领先的世

界级国际航空枢纽。在公众最为熟

知的机场、运输航空等产业领域之

外，这份条例也对航空金融、公务航

空等产业在上海的发展提出了促进

举措。

上海航运交易所是唯一一家被

明确写入条例的机构，条例明确了上

海航交所在创新航运交易、开展运价

备案、开发航运指数及衍生品等方面

的重要职责。

上海航交所总裁张页认为，条例

通过地方立法提供法制保障，以发挥

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显得尤为迫

切。“十三五”期间，上海航交所将进一

步拓展“维护航运市场公平、规范航运

交易行为、沟通航运动态信息”三大基

本功能，夯实航运交易中心、运价备案

中心、航运指数发布中心、资信评估中

心和航运信息中心等五大中心建设；

创新航运综合交易服务平台，加快实

现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上海推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条例昨起施行

药明康德研究服务部
与Pelago达成合作
提供药物靶点作用分析服务

随着条例的正式实施，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将驶入快车道。 □本报记者 刘思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