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延）1月18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推介招待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上海）举办。据悉，第二届进博

会规模面积将超过首届，目前各项筹办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商务部副部长、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局长王炳南和上海

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市商务委主任尚玉英出席活动并致

辞。王炳南表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成功举

办，实现交易额578亿美元，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肯定和积极

评价，是国际贸易史上的伟大创举和重要里程碑。第二届进

口博览会已经开始筹备工作，将邀请更多中国一流企业到会

洽谈交易，帮助各国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同时，第二届进博

会也将邀请全球媒体深度报道，让各国特色产品在进口博览

会打响知名度。从启动报名工作以来短短两个月时间，第二

届进博会已签约和准备签约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阶段性成

果超出预期。

据悉，第二届进博会已启动招展，企业商业展已在新西

兰、澳大利亚、美国、巴西、意大利等国举办了海外推介活动。

进博局招展处负责人周伶彦表示，目前已经有4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5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其中70多家是世界500强
和行业龙头企业。80%签约企业是第二次参展，大部分都增加

了展览面积。第二届进博会增加户外展场，将展示大型机械、

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特种车辆、房车、飞机制造和船类制造企

业，还有养老康复板块、AR/VR板块、高端消费品板块等。

会上还发布了《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传播影响力报

告》。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众云大数据平台监测显示，2018
年全年进博会相关信息接近170万条。中国馆、英国馆、德国

馆等国家馆传播热度居前；金融、智能科技、物流行业的参与

度在舆论热度排行榜中占据前三位；智能和高端装备展区则

是最受关注的企业展区。

根据1月10日出炉的《2018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企业

商业展展后报告》，进口博览会首次举办就已经跻身全球前十

大商业展会。1793家参展商带来了5446件尚未进入中国市场

的产品及服务。其中，有101件具有代表性的先进产品、技术

或服务为全球首次公开展示，476件为首次在中国大陆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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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所商品期货实现国外市场联动
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国家级新媒体赋能民营经济
五家新兴企业亮相浦东微发布

本报讯（记者 王延 通讯员 陈

君言）开展期货保税交割业务能够大

幅提升我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影响力

和国际话语权，助力建设上海国际金

融中心。期货保税交割业务推行以

来，企业的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都得

以下降，而这一政策红利的有效落

实，离不开上海海关近年来的深耕与

拓展。

解除期货商品流
通性限制

期货保税交割业务，是指以海

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监管场所内

处于保税监管状态的商品，作为期

货合约交割标的物进行期货交割的

过程。我国期货市场现行的交易和

交割，都以完税状态下的货物作为

标的物，而国际上主要商品期货市

场的交易价格是不含税价格，两者

价格相差较大。在期货保税交割推

行之前，企业的部分期货实物交割，

需要在货物完成进口报关手续后才

能进行，不仅交易的成本高，而且交

易风险也较大。

位于洋山保税港区内的中储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近年来就充分感受到

了期货保税交割业务带来的红利——

企业在上海期货交易所下单，国际供

应商直接将货物囤于保税交割仓库，

无需办理进口报关，无需缴纳进口相

关税费，即可进入实物交割环节。

“由于大宗商品国际化流通频

繁，期货商品进口完税后，其流通性

将受一定限制，不利于上海和伦敦两

地期货市场的价格联动。”中储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开展期

货保税交割业务后，货物在保税状态

下进入实物交割环节，不必先行办理

报关手续、缴纳进口相关税费。这种

交易方式，在为国内企业降低交易成

本和交易风险的同时，也能够吸引更

多国际供应商。

助力期货市场走
向国际化

期货保税交割在洋山保税港区

的全流程运作，为大宗商品交易及相

关市场发展带来重要契机，也为我国

期货市场走向国际化积累了经验。

去年，筹备了 17 年的原油期货

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子公司——上海

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正式挂牌交易。

针对原油期货保税交割业务的特点，

在海关总署授权和指导之下，上海海

关打造精细服务，积极探索监管创

新，全力保障原油期货上市。首先，

考虑到期货标准仓单流转性强的特

点，在确保有效监管的前提下，上海

海关允许同一个储罐存放不同货主

同一交割油种的期货保税交割原油，

允许期货交易的保税交割结算单可

以作为期货保税原油进出口报关的

随附单证。其次，考虑到期货保税交

割原油价格的特殊性，上海海关明确

了期货保税原油完税价格以期货交

易所公开交易所得的价格为基础审

定。第三，考虑到原油期货作为大宗

商品的金融属性，上海海关允许企业

以保税标准仓单为债权担保，向银行

等金融机构进行必要的融资。第四，

由于期货市场的特点，保税标准仓单

功能性强、用途广泛，且相应货物出

库时间具有不确定性，而原油品质属

性又相对稳定，因此上海海关允许期

货保税交割原油不设存储期限。

此外，为支持国际大宗商品期货

保税交割业务发展，上海海关主动关

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等国际期

货市场的行情，加强贸易形势分析研

判，引导企业把握国内外市场价格、

行情及风险波动，合理规划期货后续

流向。同时，紧盯企业需求，专设期

货保税交割及大宗商品现货交易联

络员，提供个性化咨询服务，开通账

册备案及通关绿色通道，保证了大宗

商品的顺畅交易。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1 月

18日，勃林格殷格翰宣布，将对位

于浦东张江的生物制药合同生产

基地进行产能扩建。此次扩建包

括新增一个 2000立升一次性生物

反应器和用于支持两条 2000立升

生物反应器生产线进行GMP生产

所需的基础设施、设备。

勃林格殷格翰方面表示，中国

生物制药合同生产基地是该公司全

球生物制药生产网络的重要组成部

分。预计在今年，基地将实现首个

单克隆抗体药物的商业化规模生

产。除了现有客户抗体药物的商业

化生产，在勃林格殷格翰的合同生

产业务管线中，还有着相当数量正

处于临床研究阶段的高质量药物，

这些药物未来都有待在张江的生产

基地实现商业化供应并上市。

勃林格殷格翰是全球最大的

生物制药合同生产厂商之一，

CMO业务遍布各地。

2015 年在中国启动的药品上

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使得我国

药品注册制度由上市许可与生产

许可的“捆绑制”，向分离的上市许

可持有人制度转型，这一制度升级

促使勃林格殷格翰成为我国首批

开展 CMO 的试点跨国药企之

一。同年 5月，勃林格殷格翰中国

生物制药基地宣告启动，成为跨国

药企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具有国

际标准的生物制药基地。

资料显示，勃林格殷格翰中国

生物制药基地的设计、建设以及运

营体系符合当前国际最高标准，具

备向世界各国进行生物药物市场

供应的资质与能力。该基地最先

启用的是一条 2000立升一次性生

物反应器生产线，也是世界上体积

最大的一次性生物反应器。

“我们十分期待为客户提供商

业化生产供应，从而为患者提供高

质量的抗体药物。”勃林格殷格翰

中国生物制药总经理罗家立说：

“此外，我们看到了客户持续增长

的、对世界一流生物制药生产能力

的需求。一如我们基地的使命‘立

足中国、服务全球’，我们将致力于

向本地和全球客户提供一流的生

物制药合同生产服务。”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日前，

总部位于张江的上海矽昌通信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矽昌通

信”）宣布，公司于 2018 年年初试

机成功并在年中实现量产的中国

大 陆 首 款 自 研 无 线 路 由 芯 片

SF16A18，正进一步扩展应用领域，

为企事业单位应用和物联网智能

家居提供高度集成、安全可控且高

性价比的国产芯片解决方案。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网络信息

安全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政府、运

营商及各行各业的网络系统对于

通信芯片安全方面的需求也在不

断提升。同时，在“宽带中国”战略

的大力推进下，信息化、数字化与智

能化的浪潮进一步向家庭领域延

伸。作为智能网络环境的“中枢神

经”，无线路由器连接着每个家庭智

能设备的“神经末梢”，其重要性不

言而喻。然而，在我国每年出货的

过亿台无线路由器当中，却难寻一

颗来自中国大陆的路由芯片。

矽昌通信成立于2014年，由曾

成功研发国内首款军用“北斗二代”

卫星导航接收芯片及首款主频达

1GHz多媒体应用处理器的李兴仁

博士创立。SF16A18的问世，不仅

成功实现了大陆无线路由芯片领

域零的突破，为国内外用户提供了

技术成熟、可高度定制且性价比优

越的路由芯片解决方案及产品，同

时也为各行各业的无线网络提供

了安全可控的可替代解决方案。

据 悉 ，在 向 市 场 成 功 推 出

SF16A18无线路由芯片之后，围绕

该芯片，矽昌通信已开发出智能路

由器、无线面板、智能路由音响以

及双频信号中继器等可灵活应用

于不同场景的产品及解决方案。

同时，该公司还计划将研发与

方案设计继续下沉，打通智慧家庭

的完整解决方案链，进一步布局物

联网智能家居市场，盘活中国物联

网智能家居生态链，通过自身产品

加快国产化的步伐，助力更多设备

制造商丰富其产品品类，实现物联

网国产化领域的“多赢”。

本报讯（记者 王延）日前，2019 年第一期浦东小微企

业·短视频直通车在金桥创客天地举行，来自智慧医疗、物联

网、新媒体等新兴领域的五家企业作了各自推介。这些小微

企业借助国家级媒体平台，实现在浦东向世界发声，成为企

业发布新产品、新技术、新项目的通道。

此次进行推介的企业包括上海笛乐护斯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上海迪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璨广视讯科技有限

公司、该美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及上海边界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智慧医疗是本次推介会中最受关注的话题。其中，上海

笛乐护斯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乐护”智能健康监控服

务系统结合智能硬件，实现自动实时检测、评估和记录用户

生命体征、行为习惯及其它医学指标，让“儿行千里母勿忧、

母在千里儿不愁”成为可能。该美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则是一家专注于数字化齿科种植和正畸的机构，其在齿科数

字化种植、种植导航手术工具和数字化正畸等领域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产品。

浦东小微企业·短视频直通车由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

员会主办，上海浦东新区金桥互联网创业服务中心等单位协

办，央广视讯和咪咕视讯两家国家级媒体平台提供了特别支

持，堪称国家级新媒体平台赋能民营经济发展的生动案例。

浦东新区金桥互联网创业服务中心主任李俊宝说，“浦

东小微企业·短视频直通车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小微企业在市

场营销上的突破，以企业画像、演讲辅导、直播路演、短视频

发布、官宣软文五个环节构成微发布的流程。”

他表示，浦东小微企业·短视频直通车不仅重视发布前

和发布中的服务，还将通过微发布这一平台，为小微企业整

合业务资源、提升企业知名度和美誉度，“在通过浦东小微企

业·短视频直通车宣传优秀企业的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地搭

建后续企业间沟通交流的平台。让企业借助这个平台，完成

一次在浦东向世界发声的行动，以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实

实在在助力企业的发展。”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1 月 17
日，魔方大数据系列活动——智能制

造大数据论坛举行。该活动聚焦智

能制造，旨在推动大数据产业价值，

为工业智能智造提供重要借鉴。

随着智能制造的强势推进，中国

制造业亟需构建自己的大数据分析

平台，深入连接用户和工厂数据，驱

动产业升级和创新，提升竞争力，占

据全球产业链更高端。

论坛上，多名行业、企业专家指

出，制造业大数据并不是简单的数字

化，而是企业把数据作为智能制造的

核心驱动力，利用大数据整合产业链

和价值链的过程。

上海德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裁李国刚以《规范化的数据中心运维

管理》为主题，从数据中心全生命周期

角度介绍了运维在数据中心中的重要

地位和作用，对数据中心运维领域的

最新国家标准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并

与嘉宾分享了德衡数据按照运维标准

进行规范化管理的实践经验。

上海市计算技术研究所副总工

程师兼研发中心主任吴红金围绕《大

数据助力“智能制造 2025”》的主题，

为与会嘉宾全面剖析了工业大数据

的顶层总体设计，阐述了“智慧工厂”

大数据实施方案，并对方案各阶段工

作进行了详细介绍。

目前，国内数据中心主要服务于

网络社交、网络游戏、网络视频等消费

领域和行业，“智能制造公有云”则是

一个有待开发的新业务领域。论坛宣

布，国内首个智慧型工业4.0大数据园

区——齐网大数据产业园区率先在上

海松江正式上线服务。与会嘉宾认

为，未来，工厂势必成为全社会最重要

的数据生产源头之一。因此，为智能

制造打造的专业数据中心将成为工业

互联网的核心基础设施。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1月 18日，霍尼韦尔携手全球儿

童安全组织（中国）、浦东新区企业管理技术人员联谊会的志

愿者，在浦东新区竹园小学开展了一场寒假前的安全教育活

动。现场 120余名学生完成了“室内空气质量”“家庭燃气安

全”和“火灾逃生计划”三大板块的相关知识学习，并成功获

得“2019假期安全小督查”称号。

据悉，“儿童安全过假期”活动已经在中国持续开展 15
年。该活动始终秉持守护孩子安全过假期、为孩子的健康成

长保驾护航的宗旨，目前已走进全国 54个城市，9200余所小

学中的396万多名小学生直接获益。

大数据论坛
关注智能制造

勃林格殷格翰产能扩容
首批商业化规模生产产品有望今年上市

矽昌通信开发无线路由芯片
实现物联网国产化领域“多赢”

“儿童安全过假期”项目走过15年

霍尼韦尔守护儿童健康成长

俯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洋山保税港区。 □东方 IC 供图

第二届进博会推介会举办
签约企业已超5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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