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ouli@pdtimes.com.cn 责任编辑/欧莉 美编/黄辰毅 2017.11.15

ECONOMY 经济

3

“浦东企业发布”搭建政企合作桥梁
传递浦东声音 分享创新趋势

周象義：在临港树立“中国制造”的标杆
■本报记者 王延

从温州瑞安起步到浦东周浦

壮大，上海金盾成长的每一步，都

镌刻着时代的记忆。现如今，站在

智能制造的新高点，上海金盾在临

港迎来了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

新机遇。上海金盾在董事长周象

義的带领下，成就了一个又一个梦

想。

辞官下海的“弄潮儿”

上世纪80年代末，周象義辞官

下海。“当时就看好刚刚起步的中国

消防产业，辞职后和几个好友在家

乡瑞安市创办了一家消防设备公

司，主要生产灭火器压力表产品。”

在考虑如何进一步把公司做

大做强的时候，周象義提出了“挥

师上海”的战略规划。“无论资源、

信息，还是物流、品牌，上海都更适

合企业壮大发展。”

1995 年，周象義来到了上海，

在浦东周浦繁荣工业区买下一块

地皮，次年正式注册成立上海金盾

消防安全设备有限公司，从此成为

瑞安制造业进军上海的“先锋”。

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没有了

在家乡经营时的本土优势，企业经

营变得举步维艰，但周象義没有丝

毫退缩。缺少人才，他四处奔波，挖

来了消防行业技术专家；没有生产

设备，他不惜重金，引进德国先进技

术，投资建设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

洒水喷头生产线。经过多年打拼，

2002年，上海金盾的洒水喷头年销

量达到220万只，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20%。

消防产业的“领军人”

公司新产品不断丰富完善，企

业规模也越来越大。2005年，上海

金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注册

成立，下辖上海金盾消防安全设备

有限公司、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装备

有限公司、上海金盾消防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等7大全资子公司。

集团公司成立后，上海金盾的

战略布局有了改变。原来，公司的

产品主要面向民用市场，对隧道、

电力、通讯、造船等工业行业领域

存在的巨大市场需求挖掘不足。

为此，自 2005年起，金盾集团每年

初都召开“金盾科技论坛”，邀请行

业领导和知名专家莅临交流，使企

业及时了解行业市场发展趋势和

用户单位的最新需求，为产品找准

方向。

如今，上海金盾已覆盖各类消

防车及消防设备、消防电子报警系

统、智慧消防物联网云平台、军用

消防装备系统、消防工程设计施工

维保等五大业务板块，产品被广泛

应用于消防部队、民用建筑领域及

石油石化、造船、移动通讯、隧道交

通、烟草、电力等多个专业行业市

场。

秉承“领跑消防行业，缔造传

世金盾”的企业愿景，2007年，在临

港新城投资建设“上海金盾消防产

业园”，同时，不断引进国内外先进

生产技术，增强科研创新能力，以

上海为中心，全面布局，辐射长三

角、珠三角；细化市场，优化产品结

构，培育打造拳头产品，在消防行

业中树立起金盾品牌。

周象義表示，回顾公司的发展

史，可以从三个阶段来解读：温州瑞

安起步、浦东周浦壮大、浦东临港腾

飞。“喜迁临港新址，是上海金盾在高

速发展时期的又一项战略性突破。”

走向世界的“拓荒者”

上海金盾被中国消防产业委

员会认定为“中国消防产业30强企

业”，同时还是中国消防协会理事

单位、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委员单位、《国防科技工业》杂志常

务理事单位，先后获得中国民营科

技企业创新奖、上海市高新技术企

业、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上海

市科技小巨人企业、武器装备科研

生产单位等多个荣誉称号。周象

義还担任浦东新区总商会副会长。

上海金盾的发展目标并不仅

仅局限于国内。“目前，我们已经在

国内建立了30多个销售服务中心，

并以广东打头阵建立了首个售后

服务站，今后将响应‘一带一路’倡

议，走向国际市场。”在继续稳定扩

大国内市场的同时，周象義对上海

金盾全面进军国际市场很有信心，

“只要产品技术、质量、服务、诚信

能达到国际水平，参与国际竞争的

条件就已经成熟。”

目前，上海金盾设立了海外销

售机构，产品远销菲律宾、越南、泰

国、巴西、伊朗、埃及等20多个国家

和地区，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正在

逐步提高。周象義说，几年前他去

迪拜参加国际消防产品展，听到外

国人翘起大拇指说，“中国金盾，

好！”这是对中国品牌的认可。

本报讯（记者 王延）近日，“浦

东企业发布”平台在上海金桥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金桥万国企业中心举

行专场活动。记者从会上获悉，目

前浦东新区小微企业的数量已经超

过了26万，营业收入近9000亿元。

对话创业历程分
享创新思路

本次活动由浦东新区科经委发

起主办，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协办，会议主题为“未来企业创客潮·
企业家思维大碰撞”。

中财视讯创始人杨曦远、帆声

图像董事长汤韬略、可可空间投资

创始人魏锋、擎朗科技创始人兼

CEO 李通、凡悦科技创始人宋斌

等在会上聚焦产业创新，就人工智

能、网红经济、行业创投、智能制

造、智慧教育等热点话题分别进行

了演讲，分享创业历程和创新思

路。

“‘双创’工作意义深远，过去 3
年中，我国的‘双创’工作增长迅

速，成绩斐然，不仅带动了中国经

济发展，也对世界影响深远。”国家

信息中心中国创新创业研究中心

常务副主任张巍表示，“在‘双创’

2.0时代，我们的政策重点将由过去

的‘放松管制’转化为‘优化服务’，

我们的政策目标将从过去的推动

‘双创’工作各领域自身的发展转

化为依托‘双创’促进实体经济转

型升级。”

浦东新区政协副主席、浦东科

经委主任唐石青表示，浦东一直以

来都响应国家“双创”发展要求，立

足于上海自贸区的创新优势，在时

代潮流中探索前进，为“双创”打造

生态环境。目前浦东新区小微企业

的数量已经超过了 26万，营业收入

近9000亿元。

完善“双创”发展
生态链

浦东是国家首批认定的“双创示

范城市”，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产业

导向，拥有自己的产业基金、针对中

小企业的专项扶持基金，以及针对企

业和外界沟通的专属交流平台，为浦

东当地企业架起和世界知名企业、资

本、前沿产业信息对接的桥梁。

浦东科经委搭建的“浦东企业发

布”平台就是一个向社会各界展示浦

东企业创业、创新能力，传播浦东企

业品牌的平台，有助于提升社会各界

参与“双创”的热情，推动“双创”政策

真正落地。

张巍表示，“浦东企业发布”平台

要利用自身现有的优势，形成一个充

满活力的创新网络，促进跨界融合和

成果转化，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发展，

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引导企业

与政府开展全方位的合作。

上海自贸区金桥管理局副局

长、上海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副主任殷宏表示，金桥管委会将

充分发挥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等

政策优势，努力营造良好的创新创

业生态环境，用各种扶持政策，来

帮助中小企业发展，扮演好“政府

服务者”的角色，从而形成“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面向创

客发展需求，拓展创客空间，夯实

创客发展基础，完善“双创”发展的

生态链。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2017腾

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日前举办，张

江企业视辰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以QQ-AR开放平台首批合作伙

伴身份受邀参加大会。

在 QQ 分论坛上，腾讯 QQ 宣

布AR开放平台正式免费开放。视

辰信息凭借在AR核心技术、解决方

案 、市 场 等 方 面 的 优 势 ，成 为

QQ-AR开放平台首批合作伙伴。

据了解，未来，QQ-AR开放平

台将与视辰信息等更多的合作伙伴

深度合作，探索AR新玩法，扶持年

轻有创意的开发者，构建AR开放生

态体系，推动AR产业创新与升级，

从而带动各领域的消费体验和商业

模式发生新变革。

视辰信息是国内AR领域领军

企业。2015年发布了其自主研发的

中国首款AR引擎EasyAR SDK，目

前 EasyAR 在全球拥有三万多名开

发者，是中国唯一一款成功输出海

外并屡获国际大奖的AR SDK。

除腾讯外，视辰信息目前已与

不少企业多次成功实现“行业+AR”

的应用，取得了不俗表现。

今年6月，汽车之家与视辰信息

推出全球首个“AR网上车展”，创下

诸多行业纪录。据统计，“AR 网上

车展”活动为期 5 天，累计总曝光

4.14亿，参展人数达1080万，收到超

过11761条销售线索。

在银行领域，视辰信息与招商

银行、交通银行、浙商银行、光大银

行、VISA等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探

索AR与银行业务结合的方式，取得

了不错的效果。如 10月，浙商银行

与视辰信息合作推出首个AR立体

财富报告。浙商银行通过将这一

“视觉游戏”与财富数据成功“互

动”，为客户呈现了个人资产负债状

况。这本叠加在真实世界中的 AR
个人财富报告采用了“立体书”形

式，使客户能更清楚地看明白自己

的财务数据。

在广告营销领域，视辰信息也

拥有众多经典成功案例。如，公司

与肯德基合作将肯德基APP打造成

AR平台，推出“AR店铺”概念。此

外，视辰信息还与联合利华、可口可

乐、阿玛尼等众多知名品牌推出各

类AR营销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日前，博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以下称“博彦上海”）与上海张江火炬创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称“张江火炬”)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将在浦东合作建

立“博彦-火炬物联网创新中心”，就物联网领域项目的研发与

产业化展开一系列合作。

这次跨界合作是上市公司与国有企业之间的重大联合创

新。博彦上海与张江火炬本着“优势互补、相互促进、长期合

作、互利共赢”的原则，利用博彦上海作为上市公司和技术型公

司在资本市场及技术研发层面上的巨大优势，携手国有企业在

创新创业政策支持、市场资源对接等政府、信息层面上的天然

优势，共同建立“博彦-火炬物联网创新中心”。

根据协议，博彦上海与张江火炬先期将以3个方面作为主要

合作目标：以国际化标准，共同在全球范围内海选入驻项目，初步

形成以物联网创新产业高度集中为特点的物联网创新中心；建设

以物联网为方向的企业创新大学，对入驻项目的技术人员开展物

联网方面的技术技能培训并对社会公众开放，为物联网产业积累

丰富的、多层次的技术人才；围绕物联网产业打造产业生态，促进

物联网产业进一步发展、融合，逐步使大数据技术与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新兴产业技术形成跨界融合，相互借力。

据悉，对于入驻技术创新平台的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

据、云计算等技术项目，博彦上海技术团队还将提供直接的技

术指导，并利用多年来的 IT服务经验精心为项目孵化提供更加

成熟的孵化环境。

依托博彦上海技术研发团队，借助张江火炬在创投领域的

孵化、投资经验，“博彦上海-火炬物联网创新中心”将以数据研

发为第一驱动力，带动创新企业在物联网领域取得技术创新、

技术应用方面的突破，扶持一批以新兴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企

业，将中心打造为跨国企业联合创新中心的示范者、物联网产

业发展的引领者和物联网创新技术和人才的集聚地。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日前，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

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在上海发布了《以药物创新应对糖尿病

的挑战》2017报告。报告显示，目前在研的糖尿病的创新药物

超过了178种。报告还揭示了我国目前严峻的糖尿病现状和防

治情况，并介绍了创新药和糖尿病创新管理对于改善患者生

活、减轻疾病负担的作用和意义。

中国成人糖尿病患病率高于全球水平，患者人数高居世界

第一。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的报告，2015年，我国糖尿病患者

达 1.096亿人，到 2040年预计将增长到 1.507亿人。2型糖尿病

作为一种进展性疾病，许多最初对控制患者血糖有效的药物，

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作用，因此需要通过使用新药或替代

疗法来控制血糖。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患者获取其他治疗药物

的途径至关重要。

发布会上，中外药企皆透露，正在加大针对中国患者的创

新投入。诺和诺德中国医药部副总裁张克洲表示：“如果糖尿

病本身控制得好，就能减轻患者和社会的疾病负担。诺和诺德

在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

的健康发展，我们期待创新药物能够有效地减少患者住院时间

和手术可能性。”

赛诺菲中国糖尿病事业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帮糖尿病

患者控制病情方面，我们希望联合专业医生、护士以及患者形

成一个闭环,‘三位一体’建立整合的糖尿病疾病全程管理方案，

满足患者在每个治疗环节的切实需求。”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近日，位于张江的生纳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宣布获得深圳嘉道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的

2000 万元 A 轮融资，本轮融资将用于加速纳米纤维抗霾产品

的市场营销和战略运营、人工血管的技术研发、临床试验和规

模生产。

对于需要肾透析的患者而言，每次透析都需要进行穿刺。

而人体自身血管经过长期的反复针刺，会越来越脆弱，直至无

法再穿刺透析。如遇此情况，肾透析病人为了延续生命只能从

自身选取合适的血管来替代。但病人只能从自身取一次自体

血管，而且自体血管使用寿命有限，当自体血管不能使用时，必

须移植人工血管进行透析造瘘。

据悉，目前市面上可供选择的人工血管有限，而且均为进口

产品，一根人工血管的价格在1万-2万元，普通病人难以承受。

因此，用于透析造瘘的人工小口径血管亟需国产化。

生纳科技自主研发的人工小口径血管采用静电纺纳米纤

维技术，以良好生物相容性的高分子聚合物材料作为基质制

备纳米纤维人工血管支架，利用具有核心专利抗凝血涂层技

术，制备具有长期抗凝血功能的人工血管支架，具有抗凝血、

自愈合、长期通畅的特点。该小口径人工血管除了可以应用

于透析造瘘，还可以适用于心脏搭桥及外周血管病变等领域

的治疗。

QQ-AR开放平台正式发布

视辰信息成腾讯AR开放平台首批合作伙伴

博彦-火炬物联网创新中心
在张江建立
聚焦张江物联网产业发展

我国在研糖尿病创新药物
超过178种

生纳科技完成A轮融资
专注人工小口径血管“中国造”

视辰信息推出的“AR网上车展”产品。 □本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