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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沈馨艺）12
月 17 日，周浦镇政府与西班牙戈勃

朗基金会签订框架合作协议，双方将

开展一系列合作项目。除了签约成

立“周浦索菲亚王后国际儿童艺术博

物馆”外，还将定期举办亚太地区乃

至世界儿童绘画大赛、儿童艺术讲

座、培训等。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王宏舟与西班牙驻上海领

事馆签证部主任马蒂·里波利出席签

约活动。

当天，西班牙艺术家、戈勃朗基

金会创始人克里斯托弗·戈勃朗一行

来到了周浦镇沈梅路 4399 号，这块

建筑面积约 5000 平方米的旧厂房，

接下来将被改建为“周浦索菲亚王后

国际儿童艺术博物馆”。

据悉，戈勃朗基金会总部位于美

国，由西班牙艺术家克里斯托弗·戈

勃朗创立，基金会旗下拥有博物馆、

高校、文化机构、文化组织等单位，致

力于国际间艺术、文化和教育的推广

交流。

“该博物馆成立后，将成为中国

乃至整个亚洲最大的儿童艺术博物

馆之一。”克里斯托弗·戈勃朗说。

博物馆预计于 2018 年底揭幕，未来

将有计划地组织开展世界性文化艺

术交流、儿童艺术讲座、培训、教育

等活动。

克里斯托弗·戈勃朗将此次签约

形容为“美丽的奇遇”。他表示，希望

通过戈勃朗基金会加强西班牙与中

国的艺术文化交流，“这是一个跨文

化交流的象征，也是思想、传统和语

言的交汇点。”

浦东新区积极支持各街镇发展

区域文化，做强文化品牌。王宏舟表

示，新区将推进“一街镇一品”的文化

发展战略，引导和鼓励各街镇做强、

做大文化品牌，并在文化基金扶持等

方面加大投入，“我们希望把优秀的

项目从街道层面提升到区级层面，让

更多人受益。”

签约现场，周浦镇正式聘请克里

斯托弗·戈勃朗为周浦镇的文化艺术

顾问。“展馆建成后，不仅周浦镇的青

少年儿童可以欣赏到家门口的世界级

艺术，还能吸引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少

年儿童接受艺术教育和熏陶，从而推

动中、西文化的融合发展。”周浦镇党

委书记李幼林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

营造更好的文化发展环境，努力让周

浦成为文化名人聚集、文化机构扎堆、

文化交流活动丰富的人文小镇。”

据悉，近年来，周浦镇不仅深入

挖掘周浦历史，保护传统文化遗产，

更敞开怀抱迎接外来优秀文化艺术，

有志成为上海海派文化的展示窗口、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基地、中外文化

的交流平台。目前，“浦东作协创作

基地”“上海市徐悲鸿艺术研究协会

创作基地”“美中书画研究院分院”等

都已挂牌落户于周浦。

本报讯（记者 徐阳）记者从商飞公司方面获悉，12月17
日，ARJ21-700飞机108架机完成航线适应性飞行，从哈尔滨

返沪。飞机于上午 9点 28分在哈尔滨太平机场起飞，历时 2
小时38分钟，于12点06分顺利降落上海大场机场。

据悉，108架机于 11月 25日转场哈尔滨，以哈尔滨太平

机场为主基地，在哈尔滨、黑河、抚远、佳木斯、漠河、五大连

池和长白山 7个支线机场间开展航线适应性飞行，共执行 19
个飞行日，飞行 60多个架次，累计飞行约 61小时，部分地区

最低气温低于-30℃。充分验证了在高寒条件下飞机、手册

等的适应性，并对运行能力、运行支持保障能力进行模拟验

证。其间，108架机还首次飞抵了祖国最北的漠河机场和最

东的抚远机场。

此次航线适应性飞行着重培养了ARJ21-700飞机在寒

冷条件下的运行能力，为ARJ21-700飞机后续投入东北地区

正式航线运行创造了有利条件；检验了中国商飞对

ARJ21-700飞机在高寒条件和支线机场运行支持保障体系，

对ARJ21-700飞机尽快进入黑龙江地区运行，进一步开拓市

场，促进东北地区民航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按计划，成

都航空公司将于 2018 年在黑龙江地区支线航线投入运行

ARJ21-700飞机。

本报讯（记者 黄静）昨天，“中国

梦·劳动美”2017年浦东新区直管企业

工会联合会典型人物颁奖典礼暨“东

昌集团杯”直管企业职工才艺大赛（决

赛）在浦东新舞台举行。

今年，直管企业工会联合会继续

开展典型人物评选活动，以此发掘

直管企事业单位内“爱国、敬业、诚

信、友善”的先进典型、优秀职工，推

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团结凝聚、

个人品德建设。颁奖典礼上，2017
年浦东新区直管企业工会联合会对

10 名“工会之友”、10 名“职工之友”

和 48 名“我的兄弟姐妹典型人物”进

行了表彰。

此外，为了提升企业职工文化素

养，丰富企业职工文化生活，展现企业

文化底蕴，打造直管企业文化品牌，直

管企业工会联合会还举办了职工才艺

大赛，通过初赛的筛选，昨天举行了决

赛。比赛现场，各直管企业工会选送

的精彩节目展开了角逐。

图为决赛现场，参赛选手表演精

彩节目。 □徐网林 摄

■本报记者 赵天予

马路上行驶的轿车中，挂着浅

绿色牌照的新能源车越来越多。这

让吴敏昌很欣慰——10多年前的前

瞻投入、多年来的研发与生产，终于

有了回报。

“2005年时，我们已意识到锂电池

技术在汽车上的应用了。”吴敏昌称，

当时，作为公司骨干成员，他参与到公

司的原始技术积累中，并参与完成了

上海市纳米专项的子课题项目——

《锂离子电池用复合纳米导电剂的

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实现了纳米复

合胶的产业化生产。以这项技术为

基础，吴敏昌作为课题负责人，主持

了校企合作项目《电动车用锂离子

电池复合改性石墨负极材料的开发

及产业化》。这项技术开发出高容

量、高倍率的石墨负极材料，填补了

国内空白，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此项技术能够提高电池的能

量密度与循环寿命，在价格保持不

变的同时，提升电池 20%的使用寿

命，而这也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关

键。”吴敏昌透露，目前杉杉科技每

年能够生产超过1000吨的石墨负极

材料，累计获得了近 8000万元的经

济效益。他也因此在 2017年 1月获

浦东新区科学技术三等奖。

目前，吴敏昌已经对产品开发所

带来的30项发明申请了知识产权保

护，并获得了 18项专利授权。而他

在自身研发技术的同时，也不忘培养

高校学生，打造科研人才梯队。他策

划并成立了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上

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绿色新能源材

料联合实验室，为二工大学生提供校

外实习基地，并作为基地负责人，负

责学生的实习工作、教材编写和试验

培训，先后培养了300多名学生。

吴敏昌还担任了二工大本科生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硕士生企业指

导老师，连续多年为行业培养新人。

在吴敏昌的带领下，杉杉科技电

化学分析中心还成立了一支青年志愿

服务队，深入高校宣传介绍锂离子电

池知识。吴敏昌的义务付出也获得了

社会的认可。“新能源锂电池知识普及

项目”被曹路镇志愿者协会评为二星

志愿服务项目，他本人也被授予“曹路

镇优秀志愿服务组织者”称号。

周浦镇携手西班牙戈勃朗基金会做强文化品牌

世界级儿童艺术博物馆将落户浦东
ARJ21飞机108架机
完成东北航线适应性飞行

浦东直管企业职工比拼才艺

小蚁科技从浦东走向全球

（上接1版）
宋烨说，在 2016年年中的时候，公司通过App的后台数

据就观察到，小蚁科技那时虽没有官方的海外销售渠道，但

依然有数十万的海外用户通过海淘方式购买了小蚁运动相

机，并成为他们拍摄视频和分享在社交网络的选择之一。“运

动相机的社交网络属性比较强，容易形成口碑传播。比如我

们的运动相机产品在东南亚非常流行，尤其是这几年潜水、

冲浪这类运动兴起，小蚁运动相机低使用门槛、高性价比的

特点，很快就能在这些地方占据市场优势。”

全球知名的购物平台亚马逊也把目光投向了他们，并主

动邀请小蚁科技登陆平台进行销售。小蚁科技的海外之行

变得一发不可收拾：2016年，小蚁YI智能摄像机勇夺美国亚

马逊黑色星期五监控摄像机品类第一；2017年3月，小蚁4K+
运动相机在包括亚马逊在内的海外平台同步上线，成为历史

上最快成为美国亚马逊最佳新品运动相机；年末，小蚁科技

在亚马逊全球开店项目中被评为2017全能卖家。

海外数码类的媒体一时间也对小蚁科技进行了集中报

道，北美著名的科技测评师Linustechtips评价称小蚁 4K运动

相机是同类产品的“杀手”；美国媒体WIRED与CNET对小

蚁运动相机给予了正面评价；法国权威数码媒体 Les
Nu-meriques也在其网站进行报道称：“你还不知道小蚁科技

吗？不过没关系，因为在未来，你必将依赖这家年轻的、充满

攻击性和激情的中国公司。它正在家庭监控摄像机、无人

机、运动相机和微单相机的领域迅猛增长。”

此外，小蚁科技还与谷歌合作在今年 4 月底正式发布

YI HALO VR这款VR相机，专业应用于好莱坞拍摄，获得

了 2017 全美广播电视展（MAB SHOW）的卓越赢家奖

（AWARD OF EXCELLENCE）。在 5 月份举行的 Google
Marketing Next 2017市场大会上，小蚁科技还成为唯一亮相

的、被介绍给谷歌全球用户的中国企业。

小蚁科技在海外市场走红也有数据支撑：相比 2016年，

小蚁科技在海外市场的销售收入整整翻了一番，在公司整

体销售收入中也已经占据半壁江山。而为了能够进一步服

务全球用户，小蚁科技位于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办公室里，集

聚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工程师和业务人员。“不仅仅是要

针对不同市场推出对应产品说明和特色应用的问题，还要

解决随时可能出现的产品问题，延续我们一贯的品质保

证。”宋烨说。

成为浦东高成长性企业代表

小蚁科技的快速成长，也成为政府部门研究的案例。在

今年最新发布的《浦东新区“十三五”期间促进总部经济发展

财政扶持办法》中，就在原先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国内大企业

总部、区域性总部基础上，新增了营运总部、高成长性总部、

国际组织（机构）地区总部的认定。

“在新增扶持类别里，高成长性总部是最值得关注的，小

蚁科技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企业之一。”新区商务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这些企业，他们处于萌芽状态，但具有独一无二

的专利和良好的商业模式，“原来他们总是被政策忽视，《扶

持办法》则将他们纳入其中，不仅有利于这些高成长企业更

稳定地兑现潜力，还能够形成总部经济发展的梯度结构。”

该负责人指出，《扶持办法》一方面延续了原来的政策力

度，保持连续性，另一方面向功能、效应和质量方面去努力，

“我们希望把总部企业的外延再扩大，提高丰富度；其次让总

部经济形成梯度，通过总部经济的溢出效应，让这个体系生

生不息。”

有了政府部门的支持，小蚁科技的发展也多了一个助推

器。宋烨透露，小蚁科技的总部功能将逐步拓展，在深圳布局

硬件分公司已经提上日程。产品方面，小蚁科技将在智慧城

市、智能交通和智能生活等方面拓展行业应用，未来产品线有

望进一步延伸，真正肩负起中国影像行业的民族希望。

在新能源技术的路上开拓前行
——记杉杉科技电化学分析中心主任吴敏昌

人物简介
吴敏昌，男，39岁，上海杉

杉科技有限公司电化学分析中
心主任。曾获评浦东新区科学
技术奖三等奖、工人发明家提
名奖、曹路镇优秀志愿服务组
织者、区域化党建优秀联络
员。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锂离
子负极材料研究和材料应用研
究，为企业和社会创造价值。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昨日，首届“文

化书院·书院雅集”主题系列活动在书院镇

举行，来自日本、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的12
名2017世界旅游小姐年度皇后全球总决赛

候选人走进书院，感受蓝印花布、石雕、凿

纸、钉秤、弹棉花等多项非遗文化魅力。

活动现场，世界旅游小姐们身着传统

蓝印花布旗袍走秀、挂灯笼，参观和体验当

地特色非遗文化。一位参与活动的佳丽表

示，这是自己首次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

化的魅力，今后她将践行自己“旅游小姐”

的使命，以自己所闻所见所感，向世界各国

人民传递中国文化。

书院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此次

“文化书院·书院雅集”主题系列活动旨在

深入挖掘书院的传统文化，鼓励文化传承

者将传统和现代融合。活动邀请了世界

旅游小姐以多种形式参与并展示书院镇

非物质文化遗产，希望能借由她们的特殊

身份，更好地将我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

内加以推广。

图为世界旅游小姐体验非遗石雕制

作。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世界旅游小姐感受中国非遗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