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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利叶智能品牌开放日现场对接伤友

康复机器人圆了残奥冠军“行走梦”
■本报记者 杨珍莹

通过浦东企业——傅利叶智

能自主研发的下肢康复机器人，

残奥会轮椅击剑冠军姚芳再次站

了起来，圆了自己的“行走梦”。

多年前一场车祸，姚芳脊髓受

损，从此只能与轮椅为伴。在日前

举行的傅利叶智能首场品牌开放

日活动上，姚芳现场演示了外骨骼

机器人的穿戴和行走，看到她站立

行走自如，在场的脊髓损伤者无不

惊奇。

在体验环节中，通过工作人员

的讲解，伤友们对外骨骼机器人技

术有了更全面直观的了解，激发起

浓厚兴趣。一轮体验下来，不少伤

友们表示，期待有更多智能化的康

复设备可以更快地应用到脊髓损

伤群体。

中国目前有超过 8500万的残

疾人，占总人口的 6.3%。身体损

伤阻碍着残疾人享有高质量生活

和融入社会，对他们来说，至关重

要的问题是改善与增强身体机

能。业界认为，满足残疾人康复治

疗需求，辅助器具可最大程度地帮

助残疾人补偿以及改善肢体功能。

深耕康复机器人领域的傅利

叶智能就一直在做这件“赋能”的

事，致力于运用智能康复技术研发

康复机器人，尽可能地在较短的时

间内使脊髓损伤者等残疾人重新

开始自理生活，帮助他们摆脱生活

困境，重拾信心。

当下智能科技改变着世界，也

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如何让智能产

品走进残疾人生活，改变他们的生

活？

针对这个话题，在当天品牌开

放日圆桌论坛上，各方代表展开讨

论。上海市残疾人康复职业培训中

心康复医学科主任沈敏是康复一线

的工作者，看到展示现场分享的外

骨骼机器人帮助残疾人站立行走的

画面，激动落泪。她表示，目前国内

的康复行业现状仍有巨大的发展空

间，希望加强残疾人士的康复服务，

使人人享有康复机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

金医院康复医学科研实验室负责

人牛传欣则指出，帮助残疾人回归

社会，康复辅具是非常重要的一

环，未来外骨骼也许会像轮椅一样

成为残疾人的辅助行走工具。

上海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

事长徐凤建提出了将智能辅具加

入残疾人辅具配发目录的可能

性，“看到上海有了自己的外骨骼

机器人，见证了国家科技水平的

提高，希望傅利叶智能不断优化

升级，让全国脊髓损伤者和其他

患者及早使用。”

记者了解到，浦东相关机构也

希望智能产品能尽快惠及更多伤

者。“我们将尽力帮助政府和基金

以及傅利叶智能三方对接，希望能

共同推动康复辅具走入残疾人生

活。”上海市浦东新区残联肢残人

协会主席傅志军表示。

现场对接伤友，以期实现个人

定制化服务是此次傅利叶智能举

办开放日的初衷。傅利叶智能

CEO顾捷拿洗衣机打比方，指出

小时候曾经遥不可及的洗衣机，如

今已经普及到家家户户，而他有信

心未来让几十万残疾人走起来，

“让脊髓损伤者站起来走路不是

一个太遥远的事情，我们的愿景是

通过智能化辅具设计生产，让人人

享有康复服务。康复不是奢望，随

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外骨骼机

器人等智能康复辅具将走入寻常

百姓家。”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日前，张江科学城企业鲲云科技

发布了全球首款数据流AI芯片——CAISA，并已完成量产。

作为一款面向边缘和云端推理的人工智能芯片，CAISA可实

现最高95.4%的芯片利用率。

鲲云科技通过自主研发的数据流技术在芯片实测算力

上实现了技术突破，较同类产品在芯片利用率上提升了最高

11.6倍。

鲲云科技方面介绍，其定制数据流技术不依靠更大的芯

片面积和制程工艺，而是通过数据流动控制计算顺序来提升

实测性能，为用户提供了更高的算力性价比。

作为技术驱动的AI芯片公司，鲲云科技自成立以来一直

注重商业落地，目前鲲云科技已与多家行业巨头达成战略合

作，成为英特尔全球旗舰FPGA合作伙伴，在技术培训、营销推

广以及应用部署等方面进行合作；与浪潮、戴尔达成战略签约，

在AI计算加速方面开展深入合作等，其明星产品“星空”加速

卡已在电力、教育、航空航天、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领域落地。

■本报记者 陈烁

昨日，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集

团有限公司在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

司总装制造中心浦东基地接收首架

ARJ21飞机。三架飞机的同时交付，标志

着ARJ21飞机正式入编国际主流航空公

司机队。

此次交付给国航、东航、南航的三架

ARJ21飞机，均采用 90座全经济舱布局。

此前，国航、东航、南航根据市场需求，结合

自身机队规划和航线布局，进行了特色化的

选型，并派出经验丰富的工程代表对飞机制

造过程进行了严格的监造。今年，国航、东

航、南航将陆续各接收三架ARJ21飞机。

2019 年 12 月 16 日，国航飞行总队

ARJ大队正式成立，从机队建设、转机型

训练、人员储备、后勤保障等各方面进行

准备；机务、乘务、地面单位分别成立项

目攻坚组，督促各个环节具体工作落实；

同时选派各岗位业务骨干与中国商飞开

展业务对接，推进各项运行准备工作。

国航方面表示，ARJ21 飞机的引进将为

国航进一步拓展航线网络、优化机队结

构、提升竞争优势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

与中国商飞同在上海的东航，于今年

2月26日专门成立了一二三航空，开启市

场化运营国产飞机。一二三航空运营基

地设在上海虹桥机场，以运营 ARJ21、
C919等国产商用飞机为主体，干支结合，

推动国产商用飞机的规模化运营。

为了保障首架ARJ21飞机顺利投入

使用，南航也从保障流程、人员资质、运行

安全等方面进行筹备，先后完成相关飞行

员和乘务员转机型培训等准备工作。据

了解，南航先期考虑部署在广州总部运

营，依托最强的维护运行能力，优化保障

方案，确保有序运行。

业内人士表示，ARJ21飞机入编机队

规模大、航线网络覆盖广、运营经验丰富

的国航、东航、南航，对推动支线飞机运

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干线支线相结合

的航空发展模式、构建更加通达顺畅的航

空运输网络有着积极作用。随着越来越

多的ARJ21飞机投入市场，将助推中国民

航大众化战略，不断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

出行需求。

■本报记者 杨珍莹

近日，《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2020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

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2020年版）》公布，将于7月23日起施行，

多个重点领域将进一步开放。

本次修订按照只减不增的原则，进一

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其中全

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40条减至33
条，自贸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 37
条减至30条。

根据新版负面清单，加快了服务业重

点领域开放进程。在金融领域方面，取消

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

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基础设施

领域，取消 50万人口以上城市供排水管

网的建设、经营须由中方控股的规定。

与 2019 年版相比，最新版负面清单

还放宽制造业、农业准入。制造业领域，

放开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取消禁止

外商投资放射性矿产冶炼、加工和核燃料

生产的规定。农业领域，将小麦新品种选

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

股比不低于34%。

2013年 9月，上海自贸区挂牌运作，

提出了自贸区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

单。2017年6月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

目录（2017年修订）》，首次提出全国范围

内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此后每年6

月，新版的全国和自贸区负面清单总会如

期公布，并且不断压缩。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信息显示：在

全国开放措施基础上，自贸区继续先行先

试。如在医药领域，取消禁止外商投资中

药饮片的规定。教育领域，允许外商独资

设立学制类职业教育机构。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跨国

投资带来巨大冲击，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影

响。发布 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

单，也是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推进负面清

单管理制度的最新配套文件，展示了我国

坚定不移支持经济全球化和跨国投资的

决心，将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环境，以更

高水平开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记者日前从

三生国健获悉，证监会已同意该公司科创

板 IPO注册。

招股书显示，三生国健此次拟募集资

金 31.83亿元，其中，13.07亿元用于抗体

药物生产新建项目，4.68亿元用于抗肿瘤

抗体药物的新药研发项目，4.39亿元用于

自身免疫及眼科疾病抗体药物的新药研

发项目，4.30 亿元用于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2.30亿元用于创新抗体药物产业化及

数字化工厂建设项目，3.10亿元用于补充

营运资金项目。

三生国健 2002年在浦东张江成立，

是中国第一批专注于抗体药物的创新型

生物医药企业，也是一家拥有两款已上市

治疗性抗体类药物的国内药企，已发展为

同时具备自主研发、产业化及商业化能力

的中国抗体药物领导者。

近期，其自主研发的注射用伊尼妥单

抗已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联合化疗用于治疗HER2阳性的转移性

乳腺癌。这也是中国自主研发获批上市

的首个创新抗HER2单抗药物。

据三生国健官网显示，三生国健已上

市产品两个，在研产品 15个。三生国健

的研发团队有200余人，拥有专业化的抗

体药物研发平台，并为“抗体药物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提供技术和智力资源支持。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6月24日，微

创医疗携旗下全资子公司微中踪影与西

门子医疗签署框架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

开发国产医用血管造影X射线机。

医用血管造影X射线机（简称DSA）
主要用于观察血管病变和血管狭窄的定

位测量，因其成像清晰、分辨率高等特点

一直被认为是血管成像的“金标准”，并且

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与外周血管的检查

和微创伤介入治疗。

根据中国医学装备协会《2018年DSA
设备市场研究》的数据显示，我国每百万

人拥有的DSA数量仅为3台，而同期美国

每百万人拥有的DSA数量约为 33台，我

国人均DSA保有量尚不足美国的1/10，国
内DSA市场仍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西门子医疗大中华区临床治疗系统

副总裁浦峥嵘表示，此次与微创的合作，

将会加深西门子医疗在中国的本土化进

程。本次合作通过整合西门子医疗在影

像设备上的优势与微创在介入器械及耗

材上的优势，形成强强联合，助力血管造

影系统国产化的推进。

记者了解到，医疗影像设备尽管不属

于微创多元化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但此

次合作被认为是微创落实中长期发展战

略、将高科技医疗带到边远地区患者门前

的举措。

鲲云科技发布
全球首款数据流AI芯片

ARJ21飞机入编国际主流航空公司机队

昨日，国航、东航、南航三大航接收首架ARJ21飞机。 □徐炳南 摄

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发布

负面清单继续“瘦身”外资来华路更宽

微创、西门子医疗
合力开发国产血管造影系统

三生国健科创板IPO注册成功

现遗失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

区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壹 份 ，核 准 号

J2900162863502，编号 290003337797，

账号50131000338625472。特此声明。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总工会

遗失声明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昨日，金桥

创客天地·产业服务站首届合作伙伴大

会召开。今后，该服务站将与各领域的

合作伙伴携手，围绕“稳企保业促和谐”

主题，以企业服务企业的模式，开展系列

服务活动。

由璀璨青创负责运营的金桥创客天

地·产业服务站是“上海市企业服务云”

指导下的产业公共服务平台。2019年，

金桥创客天地通过大量切实有效的企业

服务活动，在东区分团表现优异，获得

“优秀工作站”荣誉。为继续探索和摸索

企业服务的创新模式，今年，金桥创客天

地提出建设产业服务站，形成“云站联

动”服务机制的构想，并得到上海市企业

服务云的大力支持。

“企业的成长不仅需要空间、政策，

也需要各种各样的业务支持。”金桥创客

天地产业服务站的运营负责人李俊宝介

绍，本次签约后，金桥创客天地产业服务

站将作为“大管家”，携手合作伙伴，整合

多方资源，为企业提供产教融合、直播服

务、视频发布、知识产权等 18项服务，以

“套餐+个性化定制”的形式满足企业的

多面需求。

金桥管委会副主任严俊杰表示，产

教融合和在线新经济成为了疫情背景下

的产业重点话题，浦东现代产教融合促

进中心和金桥互联网创业服务中心落户

金桥创客天地，形成了“双中心一平台”

的产业服务站基础架构。“后疫情时代的

经济发展任务是艰巨的，需要打造更多

类似于上海市企业服务云和金桥创客天

地产业服务站的‘云站联动’机制，接上

天线，选好落脚点，实实在在为企业服

务。”严俊杰说。

金桥创客天地携手合作伙伴
“云站联动”助力企业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