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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创新创业，“创业汇”助你轻松上阵
4年吸引30多个国家近2300个项目

四兄弟皆为“美丽”忙
——记“美丽庭院”五星户孙文虎、孙文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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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沙新镇“美丽庭院”建设中，来自界龙村四

队的孙氏兄弟取得的成果颇为令人瞩目。这四兄

弟携手，一同参与到“美丽庭院”建设中，其中老大

孙文虎、老四孙文华家庭还被评为“美丽庭院”五星

户，演绎出当代新农村里的兄弟情义。

绿树成荫的界龙大道旁，石块堆砌而成的庭院

围墙修葺一新，透过围墙的缝隙可以看见，一道不

规则的木栅栏，“锁”住满园繁花似锦，更是让一束

束花红柳绿，争先恐后地破墙而出。这里正是孙家

宅65号，四兄弟中老大孙文虎的家。

孙文虎出生于 1928年，已年逾九旬，他不仅是

孙家的大哥，也是周边邻里间的老大哥。孙文虎

人老心不老，处事乐观，为人不计较。40多年前，

他曾患上肝硬化，提前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是

界龙村里宜居的生活，给了他良好的修养环境，助

他战胜病魔。因此病愈后，他怀着感恩的心，拿起

扫帚、推起小车，成为村里的义务清洁员，一干就

是十几年。

从孙文虎家拥有良好生态的庭院就能看出，他

是一个爱种植花草的人，而这也是孙氏四兄弟共同

的特点。老二孙文财退休后，就把大部分心思放在

种植花草上，他家的庭院内外都充满了精心布置的

花草树木，颇有“小清新”的氛围；老三孙文贵也动

了不少脑筋，他家院子里绿色植物随处可见，还点

缀了一些小蔬菜，庭院里更添田园风味。

同样获得“美丽庭院”五星户荣誉的老四孙文

华家庭，可以说是“美丽庭院”建设当之无愧的支持

者。为了支持这项工作，孙文华把原本饲养了 200
只鸡鸭的棚舍，改成了菜园，每天推着自制的木板

车前去浇水施肥。村里要打造公共景观，他主动拿

出旧床板，自己动手制作了花圃，放在公共通道旁

与邻居共享。

孙文华家的院子里，就像是一个小公园，许

多叫不上名字的花草在这里随处可见。“这是我

们兄弟四人共同努力的成果。”孙文华说。前段

时间，孙文财手术住院，孙文华“接管”了他的院

子，不仅每天悉心照顾，还根据天气时节添种了

苹果树、四季茶花。“等他出院的时候，他的院子

里要整整齐齐，这是我作为弟弟，对哥哥的承

诺。”孙文华说。

在村里的公共事务上，四兄弟也纷纷出力。村

里环境整治时，孙文财主动贡献出院子里的空间，

方便工人堆放工具；村里有宣传任务时，总能看到

孙文贵的身影，他在利用自己的艺术特长帮着出黑

板报；界龙村所在的黄龙社区要举行“庭院寻趣”活

动，四兄弟踊跃报名，把自己的庭院作为打卡点，家

里的年轻人还成为了志愿者……4个好兄弟一辈子

相邻而居，从没有发生过矛盾。他们都拥有令人羡

慕的庭院，他们也会继续维持好这个和睦的大家

庭，让美好生活不断延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天予赵天予

8月23日，随着中国籍“天佑”轮缓缓
靠泊上海南港码头，临港新片区迎来了首
艘北极航线国际航行船舶。“天佑”轮本航
次从“童话王国”丹麦驶来，穿越北极直达
盛夏中的上海临港。

洋山边检民警介绍，此次首靠的“天佑”
号特种船舶将成为南港码头的夏季班轮，今
后每年夏季在总航程7500多海里的北欧、
大西洋、北冰洋、白令海峡、太平洋和上海南
港间穿梭，串起一条“冰上丝绸之路”，以全
新的方式联通太平洋和大西洋。

□本报记者 陈烁 文 洋山边检 供图

本报讯（记者 陈烁）日前，集成电路

行业领军企业CEO临港峰会在临港新片

区举行，行业内众多集成电路重量级人物

集聚临港，共同分享中国集成电路发展的

历程，探讨集成电路的发展。

集成电路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核心

和基础，也是上海推进产业高端化发展、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布局产业。临港

新片区正着力打造成上海集成电路产业

发展新承载区、新增长极。

今年以来，新片区集成电路产业呈现

爆发式增长，目前已签约落地重大集成电

路项目30余个，涉及总投资千亿元。已引

进华大、新昇、闻泰、格科、国科、中微、盛

美、寒武纪、地平线等一批领军企业，还有

一大批优质项目正在洽谈过程中，初步形

成了覆盖芯片设计、特色工艺制造、新型存

储、第三代半导体、封装测试以及装备、材

料等环节的集成电路全产业链生态体系。

集成电路在临港的快速发展离不开

良好的营商环境。峰会上，临港新片区管

委会专职副主任吴晓华指出，临港正全力

打造全市经济新增长极和发动机。特别

在聚焦“卡脖子”关键领域发展新动能方

面，临港重点启动建设东方芯港、生命蓝

湾、大飞机园、信息飞鱼等特色产业园区，

一年间累计签约前沿产业项目约 140个，

涉及总投资达 2000亿元。为全力支持产

业发展，新片区参与设立或引入了上海人

工智能基金、上海集成电路二期基金、上

海集成电路装备材料产业基金等 11个基

金，总规模达到2300多亿元。

吴晓华表示，在临港新片区的产业布

局中，集成电路产业上接人工智能、无人驾

驶等研究领域，下启智能装备、新能源汽

车、航空航天等制造领域，已成为产业布局

中至关重要的一环，逐步承担起“填补国家

空白”“解决卡脖子技术”的战略任务。计

划到2025年，新片区要基本形成集成电路

综合性产业创新基地的基础框架，集成电

路产业规模力争突破1000亿元，占到全市

20%；到2030年，构建起高水平产业生态，

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东方芯港”。

在峰会上，中微半导体董事长兼

CEO尹志尧指出，集成电路设备和材料

的战略重要性不容忽视，半导体设备是数

码产业的基石，集成电路设备和材料成为

西方国家遏制我国集成电路和高技术发

展的杀手锏。

格科微CEO赵立新认为，国内制造

业产业链升级、市场需求层次的丰富都是

中国半导体发展有力因素的组成，企业需

要紧紧抓牢这些机会。

寒武纪CEO陈天石也从寒武纪自身

产品应用入手，与在场嘉宾分享了人工智

能芯片在金融、医疗、工业质检等多个方

面的实际场景应用。

峰会期间，新片区管委会与上海市集

成电路行业协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

方将联手合作，在构建平台、服务企业、产业

政策落地等全方位地开展合作和交流，为

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上海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会长张素

心认为，双方合作后将成为产业间的合作

交流平台，对上海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起

到非常好的推动作用，也有助于临港新片

区完善集成电路产业生态，拉动新片区集

成电路材料、装备、芯片制造等领域产业

集聚，推动产业规模提升。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日前，上海浩

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星铸力科技有

限公司同步使用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印

章，运用交通银行“企业手机银行”App和

“交行服务”小程序成功办理了单位银行

结算账户预开户手续，标志着交通银行成

为全国首家在企业银行开户业务中，同步

嵌入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印章应用服务

的商业银行。

电子营业执照是市场监管部门依据法

律法规，按照全国统一标准核发的载有市

场主体登记信息的法律电子证件。电子印

章是可靠电子签名的可视化表现形式。电

子营业执照和电子印章与纸质营业执照和

实物印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4月1日起，

上海在全国首创为每户新设企业免费同步

发放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印章。

领取后，企业可以在开办过程中，使用

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印章全程办理申领发

票、员工就业参保登记、员工公积金登记等

开办企业业务。据统计，自4月1日以来，

全市已有14.03万户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使

用手机免费下载了电子营业执照，共计

11.08万户企业使用电子营业执照登录“一

网通办”办理各类政务事项，累计达101.18
万次。

为了充分释放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

印章同步发放形成的数字合力，给企业

创造更为便捷高效的经营环境，上海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

总部，在政银数据共享方面达成共识，推

动市场主体登记信息和银行账户管理信

息交互共享。在此基础上，交通银行全

国率先在企业开户业务中同步应用电子

营业执照和电子印章。即日起，在交通

银行上海市 131 个网点，企业使用电子

营业执照和电子印章，即可办理企业银

行开户，无需提交纸质营业执照、无需使

用实物印章。

市市场监管局表示，下一步将会同本

市有关部门，持续深入推进电子营业执照

和电子印章在全市各领域的应用，推动更

多需要使用执照和印章的政务事项在网

上办理，推动更多企业的商务活动以电子

化方式开展，助力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上

海营商环境向更高层次、更好水平迈进。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昨日，上海机

场（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电信、上海移

动、上海联通、上海铁塔签署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在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就 5G网

络建设及智慧民航应用展开合作，通过新

一代信息技术，助力民航业向高质量转型

升级。

本次签约后，机场集团和通信行业企

业将携手推进浦东、虹桥两场的 5G网络

部署，力争在进博会前完成两场主要旅客

公共区域的 5G网络覆盖，并在机场安全

管理、运维保障、旅客服务等方面探索5G
创新应用。

根据协议，上海机场集团将发挥在

机场基础设施上的资源优势，帮助电信

运营企业更便捷、高效地开展 5G网络等

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上海铁塔将进

一步发挥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统筹

作用，携手三家运营商，低成本、高效率、

优质量地做好 5G无线网络覆盖，共同推

进城市信息基础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的

深度融合、共建共享，为上海机场集团在

探索交通管理新机制和有效利用物联

网、智慧民航等方面提供技术指导与无

线通信支持。

签约仪式上，“5G+智慧民航应用创

新示范基地”揭牌，上海机场将以5G建设

为契机，不断探索和深化 5G网络的创新

应用，结合机场智慧运行、智慧服务、智慧

商业等场景提升旅客体验和服务品质。

■本报记者 杨珍莹

离岸创新创业，靠什么让海外项目

欣然而至？昨日，一场全球创新创业者

的盛会——2020年海外人才上海自贸区

云+创业汇活动在浦东揭幕。疫情下，本

次活动依然火爆，吸引了来自 29 个国家

的 622 个项目报名参加，经过“海选+初

选+复选”的层层选拔，共计 60个优秀项

目脱颖而出，将参加活动周中的精品路

演环节。

记者了解到，自 2016年起，“创业汇”

已成功举办 4届，共吸引来自欧洲、亚太、

北美的 30多个国家的近 2300个项目参与

其中，大批优秀海外项目代表受邀赴自贸

区对接交流。浦东打开全球便捷通道，助

力双循环互动，让海外人才欣然而至，在创

新创业道路上“轻松上阵”。

6 大硬核产业与线上
新经济引人瞩目

活动以“创响自贸 链动全球”为主题，

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和浦东新区联合主

办，旨在进一步推进离岸基地建设，更好地

吸引海外创业者前来自贸区创新创业，促

进上海自贸区相关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

升。

在开幕式上，来自英国的特种高端净

化材料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美国的DNA复

制调控癌细胞与病毒增殖的阻断项目，及

奥地利的DOSFA自动化机器学习工作站

项目进行了意向落地签约。

王国栋博士是奥地利团队的联合创始

人，他已在张江找到了办公地点，经过离岸

基地等部门的帮助，从前期沟通到实际落

地只用了短短两个月时间。而他带来的项

目，则更加引人关注，通过深度学习赋能制

造业，在海外试验阶段成效显示，可将芯片

制造良率提升 3-5%。“张江是全国做半导

体最好的区域，而我们团队 80%都是国际

人才，自贸区对外籍人才的便利化、产业环

境都促成了我们将创业首站选在浦东。”王

国栋说。

记者了解到，在本次“创业汇”引入项

目中，涵盖了浦东“中国芯、创新药、蓝天

梦、未来车、智能造、数据港”6大硬核产业

及“在线新经济”领域，项目含金量高，均具

有创新能力、高成长潜力、自主知识产权。

来自乌克兰的基于神经网络的X—DOC
计算机平台项目、来自美国的手持光谱仪

和数据平台项目等也在现场表达了落地自

贸区的意愿。

助力双循环互动 面向
全球“招商引智”

上海自贸区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

地是中国科协和上海市合作的重要项目，

是国内首批设立的离岸基地，由上海市科

协和浦东新区共同建设。记者了解到，该

基地拥有 16家合作空间和 50多家合作机

构，自成立以来已举办如“创业汇”等引智

对接活动437场。

“去年活动中就启用了十几种语言的

同声翻译，这也侧面说明我们基地活动在

全球的影响力正在加深。”浦东新区政协副

主席、区科经委主任唐石青说，“浦东要成

为国内国外双循环的重要节点，让国际化

服务程度更高、充分利用境内境外资本市

场、促进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合作，使得创新

全球资源在这里集聚。”

昨天，离岸基地还宣布新增两家合作

空间：张江孵化器和创意实验室。

创意实验室（自贸壹号）总经理李文廷

透露，其已在外高桥保税区建立了14万平

方米的产业园区，涵盖了8000平方米的实

验室、生产厂房等，成立近8个月就引入了

60个海外项目，“今年以来，海外项目进入

中国的热情不改，加入基地后，自贸区的便

利化举措将为他们来华之路加速。”

本次“创业汇”持续 5天，包括海外项

目加速营、大企业需求对接、政策培训等特

色活动，相比往届，今年的“创业汇”配置

了“云端”加持，参与者可以通过网络虚拟

参观光源、蛋白质中心，乃至离岸基地的各

个合作空间，深入了解创业环境，选择发展

路径。

30余个重大集成电路项目签约落地
2030年新片区将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东方芯港”

新片区迎来
首艘北极航线班轮

上海企业实现全国首批“数字化”银行开户

进博会前上海两大机场主要公共区域
将实现5G网络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