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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江企业亮相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高通5G新技术获评“领先科技成果”

2017中国（上海）
大数据产业创新峰会召开
设立大数据联盟智能旅游创新实验室

戴志康：社区家园的建设者

■本报记者 蔡丽萍

房地产、金融、文化、医疗健

康……虽然涉猎过各种行业，但证大

集团董事长、浦东工商联副主席戴志

康始终认为自己不是一位商人，而是

一名社区建设者，“社区发展需要什

么，我就配什么”。

把地产项目
作为自己的家园打造

1993年，戴志康在上海创建了

上海证大集团。上世纪 90 年代初

的浦东还是一片待开发的热土，戴

志康决定在浦东投资房地产，因为

他知道这里的城市开发潜力巨大。

经过多年的发展，证大集团成为以

商业地产开发运营为核心的城市综

合发展商，拥有了喜玛拉雅中心、九

间堂别墅、大拇指广场等众多以人

文特色著称的“产品”。

在 15年地产开发中，戴志康始

终坚持做“城市社区的建设者”，正是

这一原则让他的项目持续增值。最

知名的就是浦东的证大家园和联洋

社区，戴志康说自己是把这两大社区

作为自己生活的家园来打造的，如证

大家园在建造初期做了许多绿化等

基础设施，为了完善教育配套，集团

还引进知名学校。而联洋社区的商

业、学校、文化设施也都由戴志康亲

自规划。他说：“我给自己的定位不

是房地产商，而是家园的建设者。”

2015年，证大集团宣告退出房地

产市场，并强调将以金融为主业，加码

证大财富等互联网金融板块。为何离

开房地产业？戴志康说自己其实也做

过其他地产项目的尝试，但是行业已

不是最初自己所在的环境。虽然转变

的过程比较痛苦，但他表示：“人不受

点磨难就不会那么深刻。”

聚焦文化和健康
两大产业

戴志康认为人们的生活消费升

级是大势所趋，如今证大集团更多

地聚焦在文化和医疗健康两大产业

上。

2016年，上海证大文化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在新三板挂牌，全力进

军文化艺术产业。由证大集团参股

或控股的喜玛拉雅中心、上海喜玛

拉雅美术馆、上海喜玛拉雅文化艺

术基金会、无极书院、证大画廊、大

观舞台等公司，都属于证大文化艺

术板块。其中喜玛拉雅中心，整体

建筑设计由国际著名的日籍建筑大

师矶崎新亲自主持，是证大集团精

心打造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综

合商业项目。

戴志康自认是文化推动者，通

过创建上海喜玛拉雅文化艺术基金

会、喜玛拉雅美术馆等文化机构，为

繁荣社会文化作贡献，也致力于为

浦东文化产业国际地位的提升发挥

积极作用。戴志康认为，中国未来

最大的艺术品市场在上海，而证大

将成为未来上海文化艺术市场的领

军者。

除了文化艺术，证大集团聚焦的

另一未来产业，就是中医药大健

康。戴志康说，聚焦医疗健康，其实

是希望复兴中医，特别是慢性病的

治愈。证大集团成立上海九间堂健

康管理有限公司，布局中医药馆、中

药材种植、中医药研究院甚至教育

等领域。“我们希望花 3至 5年的时

间形成产业，在下一轮转型升级过

程中，让大健康产业起到引领作

用。”戴志康说。

金融专业出身的戴志康，却涉

足文化、医疗产业，而且在每个领

域都做得有声有色。戴志康说在

他眼里行业、专业不成为任何发展

障碍，一切都在工作中探索形成，

自己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探

索、创新，只要静下心来就能融会

贯通。比如做房地产的时候也会

涉及设计、策划，做文化艺术就“化

身”为收藏家，了解艺术品的价

值。戴志康说：“一个行业、一种新

的目标都是逐步挖掘的，我往往会

超前思考而已。”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2017中国（上海）大数据产业创

新峰会日前在上海宝华万豪酒店隆重开幕。此次峰会在上

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

静安区人民政府的联合指导下，由上海大数据联盟联合Chi⁃
na Hadoop共同主办。

本次大会上，江浙沪三地启动大数据联盟战略合作，落

实《长三角区域信息化合作“十三五”规划》，首个上海大数据

联盟智能旅游创新实验室也在大会上揭牌。该实验室由上

海大数据联盟与金棕榈企业机构，联合上海超级计算中心、

敬众科技、复旦大学大数据学院、锦江旅游等企业共同建

设。金棕榈企业机构CEO潘皓波透露，该智能旅游创新实验

室将被打造成一个平台。

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润生解读了大数据精准医疗的

方向。他认为，精准医疗的发展将带动相关产业的快速发

展，孕育巨大的市场空间，比如生物样本和数据本身就具有

很高的市场价值。浪潮集团执行总裁王洪添也在会上分享

了云计算与大数据相融合的新技术趋势和产业形态等。

在本次大会上，还颁发了多个奖项，如 2017年度大数据

赛事优秀组织奖、2017年度优秀产品/解决方案奖等。

作为连续多年举办的国内大数据知名论坛活动，本次峰

会受到了行业的广泛关注。峰会为期两天，内容涉及知识图

谱与行业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研究与

发展、医疗、政务、金融等，近50位行业专家作了主题报告，参

会人数超过1000人。

本报讯（记者 王延）上汽集团与中国铝业公司日前在沪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两家行业龙头企业将在汽车轻量化领

域开展战略合作，积极助力节能减排，推动上汽集团“新四

化”战略落地。

根据协议，上汽集团与中铝公司将充分发挥各自在技

术、区域、市场、品牌等方面的优势，在原材料集中采购、轻量

化车型开发、铝制零部件制造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双方将

建立集中采购平台，对上汽集团需要的主要铝制产品和其他

大宗原料通过平台进行集中采购。在汽车产品“以铝代钢”

轻量化升级过程中，中铝公司将积极为上汽集团轻量化车型

的设计开发提供铝材，以及相关数据库、应用技术、CAE（计

算机辅助设计）分析等支持。

此外，双方将合作研究汽车零部件轻量化用新型铝材及

其相应的应用技术，共同推进新型铝材应用的产业化合作，

首个产业化项目“轻量化滑移门合作开发”即将启动。

作为汽车产业重点发展方向之一，汽车轻量化可以有效

降低能耗，也是提升整车操控性能、动力性能和安全性能的

重要途径。汽车轻量化还将显著促进新能源汽车续驶里程

和经济性的提升。随着“新四化”战略，特别是“电动化”战略

的不断推进，上汽集团将持续加强研发和应用汽车轻量化技

术，强化新能源汽车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日前，位于张江高科技园区的阿斯

利康中国总部三期大楼投入使用。三期大楼的投用，是阿斯利

康在深耕中国、加大在华投资道路上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阿斯利康是一家以创新为驱动的全球性生物制药企业。

中国是阿斯利康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相关数据统计，中

国地区的销售额占其集团总销售额的15%，且这一比例远远高

于其他大型制药公司的在华销售比例。

阿斯利康今年在中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阿斯利康第三

代肺癌靶向药物在中国获批上市；阿斯利康旗下糖尿病治疗创

新药安达唐正式获批。

在活动现场，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Mark Mallon表

示，阿斯利康位于张江的中国总部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

中国总部是连接中国与其它市场的桥梁。“中国总部可以有效

地利用阿斯利康全球的资源，为中国的病患提供新的药品。”

■本报记者 杨珍莹

12月5日，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

会在浙江乌镇落幕，本届大会主题为

“发展数字经济 促进开放共享——

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以

信息技术为支柱产业之一的张江自

然不能缺席此次盛会，一众张江企业

在互联网大会上展现了自己的创新

实力。

在本届大会上，连续第二年发

布了“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

经过由 40 余位中外专家组成的推

荐委员会的投票推荐，高通基于面

向移动终端的 5G 调制解调器芯片

组成功实现的全球首个正式发布的

5G 数据连接，入选“世界互联网领

先科技成果”。

记者了解到，这也是继高通 5G
新空口（5G NR）原型系统和试验平

台入选 2016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领

先科技成果”之后，其5G领先技术再

次获得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认可。

2017 年 10 月，高通宣布成功实

现全球首个正式发布的 5G 数据连

接，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技术成果

使5G商用又迈进了一步。“在第一个

5G数据连接之后, 高通还将与设备

供应商和网络运营商启动更多基于

3GPP标准的 5G新空口互操作性测

试。”高通产品管理高级副总裁塞尔

吉·维林奈格表示。

高通方面透露，正致力于支持中

国移动及相邻产业的创新突破，与国

内的合作伙伴携手加快中国的5G进

程。

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学习平台沪

江，则是作为唯一一家连续三次受邀

参会的教育界企业，沪江在本届互联

网大会上向世界展示了旗下包括

CCtalk、沪江网校、互+计划等在内

的互联网教育生态，成为本届大会的

看点之一。会议期间，CCtalk 还举

办“2017 网师峰会——世界互联网

大会专场”发布会，邀请了百余名顶

级网师。

另一家“明星企业”、网络共享

平台——WiFi万能钥匙则是连续第

三年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官方合

作伙伴，并与阿里巴巴、宝马、滴滴、

摩拜等 7 家知名企业，共同为本次

大会提供通讯、出行等方面的服务

支持。

资料显示，WiFi 万能钥匙是全

球最大的网络共享平台，覆盖223个

国家和地区，通过共享经济模式，为

用户提供免费、安全的上网服务，以

共享经济的模式改变了中国人的生

活方式。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7》和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7》在第四

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同时发布。报

告指出，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

总量达22.58万亿元，跃居全球第二，

占GDP比重达30.3%，以数字经济为

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

根据报告，截至 2017年 6月，全

球网民总数达 38.9 亿，普及率为

51.7%。其中，中国网民规模达 7.51
亿，居全球第一。发展数字经济已经

成为全球主要大国和地区重塑全球

竞争力的共同选择，目前全球22%的

GDP与涵盖技能和资本的数字经济

紧密相关，中国的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达三成。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

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形成势头，人工

智能等新兴技术成为全球创新的新

高地。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近日，全

球最大的互联网学习平台沪江宣布

成立全新子公司“上海佳课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下称“佳课”），聚焦中小

幼领域。沪江网校CEO唐红浙担任

新公司董事长，原沪江网校K12事业

部总经理钱东兴任新公司CEO。

佳课的前身是沪江网校旗下

K12事业部，本次拆分独立运营后，

将专注于为K12用户提供一体化教

育产品和服务，全面发力中小幼领

域。

根据易观监测数据显示，2016
年中国互联网K12教育市场交易规

模达 71.1亿元，预计到 2019年达到

126.4亿元。

多重因素利好K12在线教育，相

关人士将K12教育热归结为三大因

素：以二孩政策和《民办教育促进法》

为代表的政策红利；以直播为代表的

技术发展；以及 80后家长的孩子正

在进入幼儿园和小学阶段，“互联网

一代”成了消费主体，家长也更舍得

在孩子教育上花钱。

佳课CEO钱东兴表示，近两年，

虽然K12在线教育在口语、工具类等

细分领域冒出了几家亮眼的企业，最

近一年的融资金额也不断被刷出新

高。但这不代表其他公司在这一赛

道没有机会，相反，K12在线领域远

未饱和，市场空间巨大。

据悉，佳课目前已有胎早教、素

质修养培养、外语学习、校内科目同

步培优、幼升小、小升初指导、中高考

备战以及高考志愿填报指导等上百

门中小幼课程。

沪江创始人、董事长兼CEO伏

彩瑞认为，沪江的用户大多数是大学

生和白领，而K12业务的方向和市场

模型与成人教育有着很大的不同。

此前，沪江的K12业务起步较晚但成

长迅速，此次独立成立一家新的公

司，也是希望能打破这些局限性，具

备更灵活的运营模式和更宽广的发

展空间，加速产业布局。

美国高通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塞尔吉·维林奈格在互联网大会上进行产品演示。 □东方 IC

相关新闻

沪江成立新公司聚焦K12业务
加速中小幼产业布局

上汽加快推动
汽车轻量化进程

阿斯利康中国总部
三期大楼投入使用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 DHL全球货运日前宣布，针对

国际空运货物运输推出全新的国际货运报价及订舱服务。

据了解，报价和预订服务与DHL互动平台相连接，该平

台可追踪货物以及创建和分发定制的货运报告。该项简便

的在线服务可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覆盖全球大部分关

键线路和对点。通过这种新功能，托运人和收货人可以通过

计算机或移动设备进行所有常用预付款报价和收款贸易条

件报价及预订装运。

DHL宣布
简化空运报价和预订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