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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创新创业迎来“她时代”

蚂蚁计划让“俪人创客”梦想走进现实
海航集团和中国商飞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拟引进100架ARJ21和200架C919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6月2日，海航集团与中国商飞在

上海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海航集团计划未来逐步引进

并运营100架ARJ21新支线客机、200架C919大型客机，助推

国产飞机实现规模化、市场化运营。

作为C919的全球首批客户，海航集团在 2010年就与中

国商飞签订了引进15架C919的合作意向。

目前我国干支线航空不平衡，支线航空存在市场比重

小、机场通航率不高、运力不足等问题，建设民航强国亟需补

足支线航空短板。此次海航集团与中国商飞合作签约的一

项重要内容就是支线航空，双方计划大力推进ARJ21的规模

化、市场化运营，同时深耕国内支线市场，挖掘支线航空商业

模式，构建面向全国的支线航空网络，加速我国支线航空产

业的发展。

除了在国内积极推广ARJ21支线飞机，海航集团和中国

商飞也同时将目光投向了“一带一路”倡议覆盖的海外市

场。双方希望通过此次合作，通过海航集团旗下加纳AWA
航空，将ARJ21出口至非洲，满足非洲市场对于支线飞机的

需求，以中国制造促进“一带一路”国家民航产业升级，同时

也拓宽了国产飞机通向国际市场的渠道。

构建涵盖航空上下游产业链的服务保障体系，是国产飞

机实现规模化、全球化运营的重要基础。为此，海航集团与

中国商飞将充分利用双方各自优势资源，围绕支持ARJ21、
C919等民机产品运营保障，加强在客户服务领域的合作与交

流，研究开展在飞机维修、航材支援、特种作业人员培训等领

域的合作，充分利用海航集团在全球航空服务领域的资源优

势与服务网点，双方积极探索协同打造面向国内外客户的中

国民用飞机客户服务网络。

通过战略合作，海航集团将利用在航空领域的优势资源

和丰富经验，与中国商飞携手构建国产飞机服务保障体系，

为国产飞机全球范围内运营保驾护航。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浦东创

新创业迎来“她时代”。6月 2日，一

场以“寻找俪人创客，铸就精彩人生”

为主题的浦东“‘俪人创客’女性创新

创业大赛”赛前培训启动仪式在高桥

蚂蚁创客小镇举行。

记者从会上获悉，由浦东妇女联

合会、浦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指

导，高桥镇人民政府主办，蚂蚁创客

空间、蚂蚁雄兵基金承办，浦东爱幼

教育管理与发展中心协办的 2018浦

东“俪人创客”女性创新创业大赛，已

收到百余份参赛表。

“时代变了，创业靠的是知识和

智慧。对于创业女性，我们不单为她

们提供场地，还要为她们的梦想‘买

单’，今年100多个项目中，我们将继

续择优，助力她们走向成功。”蚂蚁计

划发起人于杰表示，大赛的目的是挖

掘一批浦东的优秀女性创业人、团队

和项目。

据悉，蚂蚁创客空间、蚂蚁雄兵

基金为浦东全区的女性创业者搭建

了一个展示风采、交流合作、培训指

导的平台，并将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为“俪人创客”梦想“买单”。

去年获得浦东“俪人创客”女性

创新创业大赛前十名的团队，均已获

得了蚂蚁雄兵基金的投资，这一年来

成长迅速。如去年十强之一的“好爸

爸”团队，自获得蚂蚁雄兵基金 300
万元的扶持资金后，人员与业务激

增。上个月，团队再次取得新一轮融

资，比前期规模扩大8倍之多。

记者了解到，2017 年 8 月，高桥

镇人民政府与蚂蚁计划携手共同打

造了国内首个互联网+教育创客小

镇——蚂蚁创客小镇。同时，双方还

进一步搭建平台、整合资源，引导女

性积极投身“双创”热潮。

“女创客”陈乃绮是一个来自中

国台湾的“80 后”，其所创立的台湾

上尚文化企业有限公司在台湾已小

有名气，公司研发的 STEAM教育创

新课程不仅受到台湾 300 多所中小

学及幼儿园的肯定，很多明星学校

也把该创新课程设为学校特色课

程。这种大量动手做实验进而带入

理论的学习方法，让学生在“做中

学”，建立跨学科的创新思维和应用

能力。

在多地考察后，陈乃绮选择了蚂

蚁创客小镇作为大陆市场的首站，去

年 11 月入驻了蚂蚁创客小镇。今

年，她参加了“俪人创客”女性创新创

业大赛。“蚂蚁创客小镇对于教育事

业的发展服务很专业，而通过大赛，

不仅让家长了解我们，也让投资人看

到我们。此外，还可以让我更加了解

市场需求。”陈乃绮说。

女性创新创业大赛将持续 4 个

月。“4个月的赛事中，创业导师将贯穿

全赛。对于进入决赛的选手，创业导

师将设计具有针对性的培训辅导，希

望引导更多女性把握创新创业的有利

契机，勇于追梦圆梦，实现自身的价

值。”新区妇联副主席陆天一表示。

据介绍，该大赛将于本月中旬正

式开启。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日

前，由 12 家张江企业组成的“张

江军团”亮相第20届大连国际工

业博览会上，参展企业带来的产

品覆盖自动驾驶、人脸识别、增强

现实等领域，展示了“互联网+制

造”的科技魅力。

在大型的停车场，无论是找

车位还是找车，都是件麻烦事。

针对这个“痛点”，参展张江企业

上海纵目科技推出了自主泊车系

统，让汽车可以自己在停车场中

找车位、停车；车主要出发时，只

需要操作手机，汽车就会自动慢

慢行驶到车主身边。

据介绍，该系统实现的是低

速自动驾驶，同时还有学习的能

力。“用户第一次去的停车场，汽

车进去绕上一圈，就能记住停车

场地图，下一次去便会‘熟门熟

路’。”纵目科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产品有望在 2020 年初上市。

同时，该系统在“共享汽车”的场

景下也有应用空间。

上海灵至科技则将人脸识别

技术与门锁结合在一起。安装了

具有人脸识别技术智能门锁，用

户开门不需要钥匙，也不用按密

码，只需要“刷脸”即可。灵至科

技的工作人员介绍，这种门锁中

可以本地存储大量人脸信息，不

仅家庭住宅可以使用，企业也可

使用。此外，该技术还能应用到

多种场景，比如新零售“刷脸”自

动支付、对司机进行疲劳检测等。

张江企业高仙在展会上展示

了商用清洁机器人 ECOBOT
SCRUB 系列，作为商用机器人

规模化落地为数不多的案例，高

仙商用清洁机器人已经实现了超

过10万公里的运行，为包括新加

坡樟宜机场、澳大利亚悉尼机场、

卡塔尔多哈机场、香港环球贸易

广场、澳大利亚君悦酒店以及北

京望京 SOHO、上海浦东机场等

众多高端公共服务业用户提供优

质服务。

首次亮相大连工博会的仙知

机器人，其最新研发的产线对接

机器人（滚筒式）更是引起技术专

家的关注，该套系统已用于比亚

迪电子工厂生产线。

亮风台研发的让工厂装备部

件可视化的 AR 眼镜、达观数据

的文本智能处理系统等，也让参

展观众近距离感受到了张江“黑

科技”带来的力量。

此外，在展会上，微创医疗器

械、鸣芯信息科技、上海华泰软件

工程、上海欧电云、上海齐宏软

件、上海捷士太通讯技术等 6 家

张江企业，还展示了新技术下的

工业模式和制造理念。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近日，帝斯曼

集团推出了一款适用于高功率背接触组件

的导电背板。

据介绍，背接触技术的优势在于所有

太阳能电池的电极接触均在背面，因此组

件正面空间得以最大化捕获光线并将其转

化为电能。

据悉，背接触式太阳能组件已面世多

年，但并未得到广泛应用，这很大程度上源

于导电背板尚未以较低成本的方式大规模

生产。此次，帝斯曼以独创的导电背板生

产工艺解决了这一难题，令导电背板生产

效率较之前快100倍。

记者了解到，背接触式太阳能组件可

以克服传统电池板电池连接问题，减少因

阴影所带来的能量损失，并缩短电池间距，

从而实现更高的功率输出。导电背板的设

计不仅将电流直接导入金属箔层中，并提

供其它各类功能，兼具美学和设计优势。

帝斯曼先进太阳能业务部副总裁Pas⁃
cal de Sain表示：“从长期角度考虑，我们的导

电背板在各个领域都具有广泛的应用潜力。”

本报讯（记者 王延）巴斯夫5月30日在上海宣布，其位

于浙江嘉兴新建的电子级硫酸装置正式投入运营，将主要服

务于国内日益增长的半导体制造行业。

据悉，该套新装置位于上海西南的浙江省嘉兴市海滨城

镇乍浦，配备了最先进的技术，将生产最高品质的硫酸。由

于在制造小于 10纳米单位数节点晶片的过程中需要经过数

百道清洗工序，新装置所生产的硫酸将主要用于此过程中半

导体晶片的清洁。

嘉兴装置依托巴斯夫全球研发网络与专业生产技术，成

功搭建出生产工艺的复杂架构，并实施质量管理专有体系。

这一装置拥有先进的质量分析设备和配有专用无尘室的分

析实验室，旨在满足中国电子行业客户的未来需求。

“嘉兴的新电子级硫酸装置将是巴斯夫在中国电子材料

市场持续增长与拓展的又一重要举措。”巴斯夫电子材料业

务部亚太区副总裁言甯璿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电子

材料市场之一，而且还在不断成长，我们将更贴近客户，为他

们提供更迅捷、更高效的化学解决方案、更可靠的供应和更

稳定的品质。”

据了解，该装置尚未竣工即同时启动扩建项目，扩容后

产能将翻番。扩建项目预计将于今年年底投产。

本报讯（记者 王延）近日，金桥

众创“聚焦金融科技”产业沙龙在金

桥创客天地举行。这是该众创沙龙

聚焦的第五个主题，旨在进一步营造

金桥创新创业的氛围。

“全球技术进步引发了新一轮金

融创新浪潮。科技强化了金融机构

业务运营保障能力及管控信息风险

的能力，提升了金融机构服务质量水

平。”中新金科相关负责人在沙龙上

表示，如何利用金融科技产业理念解

决发展“痛点”、完善服务体系、成就

客户价值，变成了行业发展的关键。

中新金科通过大数据融合、特征

引擎、算法引擎、性能递增打造自己

的系统，能够对企业信用评估评级、

企业竞争优势评估、客户与渠道风险

管控、企业运营风险监控等方面的情

况进行分析，并在关联方交易分析、

行业动态分析、产业监测等具体领域

落地应用。

正是集聚了中新金科、证通、上

交所技术中心等一批新兴金融机构，

上海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互联网+
新兴金融产业上得以快速发展，并以

此为更多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服务。

据介绍，金桥众创产业沙龙活动

是在浦东新区科经委、上海自贸区金

桥管理局、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指导下，由浦东新区中小企业推进服

务中心、浦东新区金桥互联网创业服

务中心主办。该活动也作为浦东企

业发布后服务的环节，又作为浦东企

业发布候选企业的来源，已经为参加

浦东企业发布的优秀企业提供了多

次资源对接服务，得到了企业的认

可。

上海自贸区金桥管理局产业促进

处处长沈乃恩表示，中小企业的诉求

是需要快捷、便利、有效地得到宝贵、

丰富的金融产品，本次沙龙聚焦金融

科技企业，就是希望依托企业特点，面

对面进行具体情况分析，有效破解企

业问题，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

“每次沙龙我们都会定一个主

题，一共有六个，分别是新能源汽车、

智能装备、服务机器人、网络视听、金

融科技以及文化创意，这也是金桥开

发区着重发展的产业方向。”金桥互

联网创业服务中心主任李俊宝表示，

每次沙龙会定主题，但活动还会邀请

不同领域的部分代表性企业一同前

来，希望让现代社会产业发展过程中

交叉、融合、开放的特征充分展现出

来，“创业服务业是金桥最小的一个

产业集群，但我们希望通过沙龙，运

用产业集群撮合理念来为创业企业

的主营业务提供拓展机会，甚至是跨

产业集群整合，来为行业创新提供更

多的机会。”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日前，位于张江的司羿智能宣

布，推出国内首款下肢软体外骨骼Easy Walk TMX1，该产品

非常轻便，重量不到3千克。

记者了解到，TMX1没有刚性骨架，而是通过纺织物固

定，穿戴舒适，可以帮助卒中患者、脑外伤患者解决行走障碍

问题。

司羿智能总经理尹刚刚介绍，目前国内外的外骨骼产品

都为硬性外骨骼，其定价都在30万元以上，其重量都在12千

克以上，外骨骼机器人强制人行走机械僵化运动形式，一般

只能用于康复中心以固定式的步态带动人体进行康复训练，

而不能用于患者日常生活辅助。“TMX1则定位于帮助运动

能力欠佳者，为其提供运动辅助。此外，人工智能算法通过

穿戴传感器数据，可识别出步态周期中需要助力的时间点，

同时能自适应各种行走模式，未来正常人都能携带该产品进

行日常活动，或是郊游、登山。”

司羿智能方面透露，未来下肢软体外骨骼将定价在数万

元，并不局限于帮助中风患者，阿尔茨海默症、多重硬化症、

帕金森症患者都可以使用。

据悉，司羿智能研发的羿生软性康复机器人手套，已与

上海华山医院康复科开展密切临床应用合作。

跨产业集群整合

金桥产业沙龙为行业创新提供更多机会

帝斯曼推出
高功率导电背板

“张江军团”亮相大连工博会
展园区企业最新科技成果

巴斯夫新建电子级硫酸装置
投入运营

浦东企业司羿智能推出
中国首款下肢软体外骨骼

2018“俪人创客”女性创新创业大赛赛前培训启动仪式日前在高桥蚂蚁创客小镇举行。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