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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WORK 在园区

众多原创作品亮相中新文化贸易展
集中展示国内图书 影视 艺术等原创产品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2017欢乐春节-中新文化贸易促进

系列活动”日前启动，集中展示了图书、原

创影视剧以及中国元素的文创设计精

品。该活动由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上

海）与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共同举办，以

推进中新文化贸易合作与交流。

据了解，作为中国文化部海外“欢乐

春节”品牌项目之一，此次中新文化贸易

促进系列活动，旨在进一步促进与推动

中国与新加坡的文化贸易交流，推动中

新两国的合作与发展，活动包括“中新文

化产业交流会”、“‘中国风格’文创产品

展”、“影视合作商洽会”、“文化贸易商洽

会”、“光影里的中国·当代动漫电影展

映”、“中国精品童书展”等多个主题单

元。

在“中国风格·中国文创产品展”上，

来自国宴骨瓷玛戈隆特、朵云轩集团、

丝绸集团、鸣徽文化、新疆一行文化艺

术学术中心、上海图书馆、艺术浦东、景

德镇格物陶瓷文化、青岛星蓝文化、山

西灌木文化、西安这礼文化、内蒙古斯

源艺术、深圳掏子文化、文奎手工绣工

艺品、杭州书瓷手作等百余件瓷器、刺

绣、丝绸、非遗产品、文创精品等在中心

展场集中展示。

“影视合作商洽会”上，国内大型纪录

片《会馆中的南洋》、电视连续剧《南洋风

云》、“中国新歌声（好声音）新加坡演唱

会”等众多热门项目进行推介。与此同

时，上海国际文化装备产业园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上海艺博会、中

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九译影视传媒有限

公司以及来自新加坡的新加坡媒体发展

管理局（MDA）、新加坡联合早报、新加坡

中华总商会、MM2、新加坡设计理事会、

SMU 新加坡管理大学、东亚国际文化传

播投资有限公司、国际华人文化周组委会

等企业，通过现场洽谈、推介展示、政策咨

询、项目介绍等多种方式和内容，拓展中

新双边合作。

而在“光影里的中国·当代动漫电影

展映”上，来自浦东米粒影业、河马动画等

公司制作的《绿林大冒险》《超蛙战士之威

武教官》《81号农场之疯狂的麦咭》《特功

明星》以及《81号农场之保卫麦咭》等多部

人气优秀国产动漫影片进行了集中展示。

此外，来自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教

育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人民美

术出版社、上海华东师范出版社等共计约

1000册图书在“中国精品童书展”上集中

展示和销售。

对此，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上海）

负责人表示，2017中新文化贸易促进系列

活动通过展览展示、论坛、商洽、电影展映

等多种方式，展现当今中华文化的魅力和

风采，进一步加强与推动中国与新加坡双

边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希望未来能够

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在中新两国间架起一

座文化互动、交流、借鉴和贸易开拓的携

手发展之桥。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记者日前获悉，上海自贸区国际艺

术品交易中心与中国集邮总公司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未来将就物流通关、

衍生品开发等领域展开长期合作。

对于双方的合作，上海自贸区国际

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胡环中表示，

相较于传统产业，文化产业更具想象力、

创造力，有极大的发展和突破空间。目

前，艺术品市场的金融化是一个巨大的

发展机遇，因艺术品特有的稀缺性、不可

复制性，利用基金、信托、融资等金融方

式促进艺术品交易，是推动文化产业完

整性发展的有效手段。邮票是绘画艺术

与印刷工艺的有机结合，其本身就具有

一定的艺术性，此次双方合作，将推动邮

票产业与艺术品产业深度结合。

记者了解到，上海自贸区国际文化

投资有限公司还就艺术品展览、采购以

及金融合作，分别与上戏文化艺术基金、

中华陶瓷大师联盟、成都蓝顶美术馆、南

京百家湖美术馆等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并与东方典当、上海银行以及中国银

行合作试水艺术品质押融资服务。

此外，自贸区国际文化公司还与国

家博物馆开展衍生品开发及市场合作，

首批开发的衍生品目前已上线。

■本报记者 王延 通讯员 陈君言

2017年元旦假期的第一天，魏云寺就

赶到海关大楼“提前上班”了。作为外滩

海关大钟的守钟人，每年元旦前夕，总是

老魏工作最重要的时刻。检查机芯、上发

条、对表……有着 20多年经验的老魏显

得驾轻就熟。“铛铛铛……”新年钟声敲响

的一刻，老魏的新年值守第一岗圆满完成

了，而这只是上海海关许许多多岗位在新

年假期值守的一个小小缩影。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海关旅检

现场、在空港六路的国际邮件处理中

心……都有上海海关工作人员的身影。

“回家的感觉真好”

1月 1日凌晨 4时，上海浦东国际机

场海关迎来了2017年的第一批旅客。旅

客分流、X光机检查、开箱查验……海关

旅检现场的“通关机器”高效运转着。现

场关员认真完成监管服务，用自己的切

实行动，站好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旅

检的新年第一班岗，也擦亮了元旦假期

上海空港的文明形象。

从日本回国的游客李小姐为现场关

员点赞：“我们是特别选在新年第一天回

上海，原本会担心航班落地时间太早，海

关通关不方便，没想到通关手续一切顺

利，回家的感觉真好！”

据介绍，新年假期，为方便旅客出

行，浦东国际机场海关加强与各大航空

公司的沟通，提早掌握航班时间、高峰时

段、旅客人数等情况，并增设通关专用通

道，同时还为进出境旅客提供各类政策

法规咨询。

2017 年元旦期间，上海浦东国际机

场海关旅检渠道共监管进出境航班1400

多架次，监管进出境旅客25万人次。

“邮包背后的把关”

1月 2日，位于上海空港六路的国际

邮件处理中心依旧繁忙着。3天的元旦

假期，这里的邮件业务一刻也没有停歇

过。邮件分拣、过机、查验……上海海关

驻邮局办事处的关员们像往常一样，认

真检视着每一个进出境的包裹。在每一

个国际邮包的背后，都有着邮办处的关

员们尽心尽责的值守把关。

统计数据显示，元旦假日期间，上海

海关驻邮局办事处采取节日“无休模

式”，做到邮件包裹“读秒放行”。截至元

旦假期结束，上海海关驻邮局办事处共

监管进出境邮件24万件。其中，印刷品、

音像制品 4.8 万余件，普邮包裹 2.3 万余

件，邮政快件17.3万余件。

随着农历新年临近，预计上海口岸

又将迎来一波出境游高峰。为此，上海

海关也提供了出入境旅游的小贴士。

进出境行李物品怎么带？
出国时，如携带下列物品，须前往

“海关申报台”，如实填写《申报单》相

应栏目，并将有关物品交海关验核，办

理有关手续。

珍贵物品：文物、濒危动植物及其

制品、生物物种资源、金银等贵重金属。

需复带进境的物品：居民旅客携

带需复带进境的单价超过人民币

5000 元的照相机、摄像机、手提电脑

等旅行自用物品。

超量现金：其他超过 20000 元人

民币现钞，或超过折合美元5000元外

币现钞。

其他：货物、货样、广告品等。

物品在国外已交过税，入境还要
征税吗？

根据中国海关规定，应税物品只

有在缴纳关税后才可完成入境通关手

续。国外购买时已交税，是指已缴纳

当地国的税款，和入中国关境缴纳关

税并无直接关系。

从国外带回来多少东西可免税？
居民旅客在境外获取总值≤人民

币5000元，且数量合理的自用物品。

非居民旅客拟留在境内总值≤人

民币2000元，且数量合理的自用物品。

单件不可分割物品＞5000 元人

民币，全额征税。

在维持居民旅客进境物品 5000

元人民币免税限额不变基础上，允许

其在口岸进境免税店增加一定数量的

免税购物额，连同境外免税购物额总

计不超过8000元人民币。

20种必征税商品
电视机、摄像机、录像机、放像机、

音响设备、空调器、电冰箱（电冰柜）、

洗衣机、照相机、复印机、程控电话交

换机、微型计算机及外设、电话机、无

线寻呼系统、传真机、电子计算器、打

字机及文字处理、家具、灯具和餐料。

烟、酒免税规定
香港、澳门地区居民及因私往来香

港、澳门地区的内地居民，免税香烟200

支，或雪茄50支，或烟丝250克；免税12

度以上酒精饮料限1瓶（0.75升以下）。

其他旅客，免税香烟400支，或雪

茄100支，或烟丝500克；免税12度以

上酒精饮料限2瓶（1.5升以下）。

所以携带超过 1500 毫升的酒精

饮料，或超过 400 支的香烟，或超过

100 支的雪茄，或超过 500 克的烟丝，

需要走红通道进行申报。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日前，GE对外发布消息称，公司正

进行增补教育计划（AEP）申请，内容涉

及中小学和高等院校两个方面。GE将

在未来5年在上述两个教育计划中投资

1000万美元，开发增材制造未来人才培

养渠道。

根据规划，GE 将在 2 年内投资 200
万美元，用于补贴世界各地中小学桌面

3D 打印机，并将优先考虑服务 8-18 岁

的教育机构，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教育作出坚定承诺。此外，还

将在5年内投资800万美元，向世界各地

的大学提供 50种金属 3D打印机，并优

先考虑在增材制造领域正在进行的课程

或研究机构。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近日，由上海海事大学、上海遨拓深

水装备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上海临港海

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举行

的“校企合作联合培养战略合作协议签

约仪式”在上海海事大学举行，将进一步

整合临港地区资源，完善辖区人才培养

模式。

据悉，本次签约不仅是对临港大学

生就业实训基地发展目标的一次实践，

也是产学研融合方面的一次重要探索。

三方表示，希望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在临

港打造校企合作、产学研融合的人才培

养新模式，建设出有临港特色的水下工

程应用技术“黄埔军校”。同时充分发挥

临港地区科创中心主体承载区作用，把

临港打造成为全市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

产业化的战略高地。

“高校通过与行业企业的需求对接，

使专业课程设置以市场为导向，促进学

校人才培养与临港地区的行业、产业发

展相融合。”上海临港海洋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联合培

养的学生通过平台，参与企业生产实践，

熟悉企业生产环节感受企业文化氛围，

企业能够将人才选拔与储备的周期前

移，节约人力资源成本；学生则能够提前

感受企业运作流程，积累经验、学以致

用，实现企业选拔优质人才与学生成功

就业的双赢。

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正在成为中国文化“引进来、走出去”的前沿阵地。 □徐网林/图

出入境旅游小贴士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浦发银行第十次全行志愿者日活

动于日前正式开展，主题为“温暖守

护——贫困地区儿童保险礼物募捐行

动”。

记者获悉，浦发银行今年的志愿者

日活动采取网络和现场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腾讯乐捐平台，为“无忧计划——儿

童保险礼物”公益项目开展募捐。同时，

浦发银行承诺将根据志愿者的募捐总金

额进行等额配捐。

为邀请更多爱心人士参与，浦发

银行全行志愿者分为红、蓝两队互相

PK，除了志愿者本人参与捐赠外，也邀

请热心的客户、家人和朋友一起参与

捐赠。

截至 1 月 9 日上午 11 点，共有 3.43
万人次参与捐赠，募捐金额达到72.64万

元人民币。

“无忧计划——儿童保险礼物”公益

项目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浦发银行、

上海保险交易所共同发起，通过向保险

行业实施公开招投标，最终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标成为承保人。

项目将为云南省的贫困儿童送上保险礼

物。

据介绍，每份保险礼物仅需 19 元，

即可为 1 名贫困家庭 0-14 周岁的儿童

送上一份给付型重大疾病和报销型住

院医疗费用保险保障，让持有保单的

儿童在不幸遭遇重大疾病时最高可获

5 万元人民币的赔付；如住院医疗费用

报销包括意外伤害住院和疾病住院，

赔偿可达 1.5 万元人民币（含既往症），

对扣除新农合、大病保险等社会保险

后，被保险人现金支付的部分按 100%
赔付，无免赔。

儿童保险礼物项目借助保险的预防

性和长期性，让传统的事后救助变为事

前托底保障，让短期救助成为长期保障，

实现成片扶贫和精准扶贫。

海关新年值守保障游客顺利通关
监管进出境邮件达24万件

临港海洋高新等三方
开启联合培养战略

GE开发增材制造
未来人才培养渠道

艺术品交易中心与
中国集邮达成合作

浦发银行开展
全行志愿者日活动
为贫困儿童募捐保险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