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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昨天下午，

入驻外高桥保税区 D8 地块，毗邻外高

桥进口商品直销中心（D.I.G.）的“外高

桥海外优选商品直播基地”正式落成，

将为保税区内众多企业提供直播带货

等服务。今后，直播间将“常驻”外高桥

保税区，通过现场直播的形式给消费者

推荐进口商品。

试验田内孵化“进口
贸易＋直播”

在疫情常态化的条件下，六稳中的

“稳外贸”和进口商品、服务的市场推广面

临新的挑战。转危为机，不仅是口号，需

要新思路、新举措和新行动。

外高桥保税区作为首个国家级进口

贸易示范创新区，作为国际国内双循环新

经济发展格局的关键节点与核心枢纽，在

贸易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同时，海外中小企业对进口贸易线

上直播需求愈渐强烈，众多个体直播形

式纷纷出现，虽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园

区内部分品牌的当务之急，但尚未形成

规模，行业也面临良莠不齐、缺乏监管而

带来的诸多乱象，从而限制了区内直播

业态的发展。

针对这一现象的产生，外高桥集团股

份旗下营运中心公司依据《网络直播营销

行为规范》等条例，联合众多直播公司，规

范管理，共享资源，共同提出搭建外高桥

海外优选商品直播基地的新构想，希望

“进口贸易+直播”这一业态在保税区这

个桥头堡、试验田内孵化，进而形成可推

广、可复制的经验，让海外优质商品和服

务“飞入寻常百姓家”。

不仅带货引流，还要
带形象、带贸易量

当天，注册落户外高桥的首家区内直

播公司——上海健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同期开业，并与上营运中心公司、国别中

心等达成合作。

记者了解到，健境文化是首批“吃螃

蟹”的直播产业企业，目前，该公司在浦西

闵行和浦东外高桥同时拥有两个3000多

平方米的直播场地、25 个专业级的直播

间和500余位网红主播等。

外高桥海外优选商品直播基地相关

负责人介绍，在贸易叠加直播之类新型全

域交互式营销手段后，将灵活切换“仓内

直播、企业直播、店内直播和基地直播”。

直播在外高桥，不仅是带货引流，还要带

形象、带贸易量。

未来，直播基地将依托于外高桥集团

股份旗下的各专业贸易服务平台及国别

中心，以及入驻的各家 MCN 公司等，不

但提供带货直播，还将开展直播培训等多

项服务。并将外高桥内的个体带货商、品

牌商进行资源整合，建立完善的直播行业

准则。

■本报见习记者 张诗欢

本 报 记 者 许素菲

第一财经记者 武 斌

2018年7月4日，梁治文作为摩根大

通中国区首席执行官重访浦东，为上海员

工的新办公地点走访。站在上海中心的

办公楼层，窗外浦江两岸的美景和随处可

见的金融机构标识，令梁治文感到上海这

座国际金融中心的活力，内心异常兴奋。

返程后，公司领导层当即拍板，与上海中

心签订租约。今年8月，上海大部分员工

已搬入其中。

落户中国第一高楼，有着摩根大通的

“中国雄心”——全力加码中国市场，冲刺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拓展中国业务版图

摩根大通选择浦东的原因有很多，除

了各路金融要素齐聚这样的“硬件”，还有

很多鼓励金融行业发展、促进对外开放的

政策，在日常工作中，政府各部门也总能

给予非常专业、细致的引导和服务。

“我们很自豪把总部设在了浦东。我

们相信这样的安排能让我们紧贴中国金

融市场的脉搏，不断推进自身的发展，确

保我们能继续为国内外客户提供最有力

的支持。”梁治文说。

2020年，是摩根大通在中国的关键一

年，疫情并没有阻止摩根大通扩张的步

伐。今年上半年，摩根大通一口气在中国

推进了三项重磅业务：3月，由摩根大通

控股的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正

式开业并落户上海；时隔一个月，摩根大

通又宣布拟收购上投摩根基金公司100%
的股权；6月，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摩根大

通在摩根大通期货有限公司中的持股比

例由此前的49%增加到100%，成为国内第

一家外资全资控股的期货公司。

这其中，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

公司的设立，是摩根大通整个中国发展

计划中的重要一环，将填补公司在中国

业务条线上的空白。梁治文表示，这样

一来，本土客户不仅可以在摩根大通获

得交易银行服务，还可以通过在岸或离

岸的股票或债券市场募集资金，实施国

际并购，寻求海外投资机会。“它的成立

有利于我们把集团的全球视野、行业专

长以及创新的解决方案带来中国，更好

地支持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同时也帮助

全球企业和资本进入生机勃勃的中国市

场。”梁治文说。

中外资本逐鹿中国

近几年，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按下

“加速键”，自中国取消证券公司外资股份

比例限制以来，外资控股券商已增至8家
之多，并在继续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巨头

将以上海浦东为竞技场，逐鹿中国。

今年正是实现“到 2020年上海要基

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及人民币国际地

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目标任务的收

官之年。9月份，英国智库Z/Yen集团发

布了第28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上海首次

跻身全球三甲，仅次于纽约和伦敦，代表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日益巩固，正越来

越受到全球经济金融界的广泛认可。

“我们看到，外资机构接连落户，‘上

海价格’逐渐走出去，金融科技创新越来

越多……尽管全球市场有种种不确定性，

上海金融业的发展却显示了上海作为金

融中心是动力十足的。”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浦东是核心

承载区。在梁治文眼中，三十岁的浦东，

就像一个正值壮年、生机勃勃的年轻人，

这片热土的活力、包容，会给整个上海和

全国都带来积极的影响。而立浦东再出

发，重点之一就在金融发展、金融创新和

对外开放。

“摩根大通的‘中国雄心’，是有一天

能实现在中国业务的全面发展，其中包

括投资和企业银行、环球企业支付、市场

业务、销售和研究、证券服务、商业银行

和资产管理等，通过获得金融牌照和不

断搭建新业务平台，各个业务条线之间

可以相互协作，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

统，让我们有能力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

金融产品和服务。”梁治文相信，中国这

样一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能够给外资

和本土的金融机构同时提供足够广阔的

舞台。

梁治文：于2018年被任命为摩根大通中国区首

席执行官，此前已经加入摩根大通21年。摩根大

通，全球知名的跨国金融机构，自1921年在上海开

设第一家分行以来，已在华经营了一个世纪，见证

了中国百年的沧桑巨变和浦东30年的发展奇迹。

摩根大通是中国金融业开放的积极参与者，成为外

资金融机构多项在华业务的第一个吃螃蟹者。近

年来，伴随着中国金融业的不断对外开放，摩根大

通打造了在华首家外资全资期货公司、首家美资控

股券商，首家外商独资公募也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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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执行官：

冲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本报讯（首席记者 符佳）昨天，上海

电力大学迎来了“特斯拉日”：300多名来

自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员工，走进这所

位于临港的高等学府，开启岗位专项技能

培训。

当日，特斯拉公司和上海电力大学签

订产教融合协议，首期员工岗位专项技能

提升培训班正式开班。特斯拉上海超级

工厂已有六七千名员工，首批学员可谓优

中选优：千人报名参加考试，遴选后仅有

三分之一入围。重回校园的这批“幸运

儿”，将拥有“双重身份”：既是特斯拉员

工，又是上海电力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学

员。他们将在上海电力大学优秀教师的

指导下，深化系统学习电气、电子、机械、

自动化、管理等专业知识，有效提升专业

技能和职业素养。除常规课程外，培训将

结合企业实际生产、作业情况融入定制化

课程，并特设校企联合毕业答辩环节，学

员需要运用学习成果去解决企业的实际

问题。学成后，他们将获得特斯拉和上海

电力大学共同颁发的培训证书，并获得学

分银行的学分，为未来进一步提升学历奠

定基础。

仅用 10 个月就建起的特斯拉上海

超级工厂，投产后产能持续提升，对专业

人才的需求也日益旺盛。“从目前数千人

的规模，到未来上万人、甚至几万人的规

模，特斯拉的未来发展，需要更多专业型

复合型的人才。”特斯拉公司企业大学校

长刘洋坦言，根据特斯拉自身的发展规

划，未来特斯拉对于本地人才的需求将

大增，全面覆盖充电桩、储能、自动化等

领域。如何依托临港新片区高校集中的

区位优势，探索一种新的校企合作培养

模式，帮助特斯拉实现人才培养机制的

创新和升级，这也是特斯拉一直在思考

的问题。而上海电力大学作为一所电力

和能源特色鲜明的高校，其学科特色与

特斯拉公司发展需求高度契合。因此，

双方可谓一拍即合。

上海电力大学副校长黄冬梅透露，早

在2019年5月，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建

设如火如荼之际，上海电力大学预见到特

斯拉对于本地专业人才的需求将是非常

旺盛，主动对接特斯拉，希望双方能够发

挥校企各自的特色，共创产教融合创新模

式，共建产教融合创新平台。

如今，经受住了疫情的考验，这一校

企合作“开花结果”：本着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双方达成多项合

作意向。除了此次开班的在职员工专项

能力提升培训班，未来双方还将探索紧缺

专业的订单式培养，并在联合共建新能源

汽车产业学院、共建联合实验室、实训基

地等方面开展紧密合作。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日前，由国家

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牵头，中国汽车

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一届一次理事会暨

成立大会在京召开。金桥企业黑芝麻智能

科技、上海拿森作为理事单位参会。

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以

“跨界融合、共生共赢、产业成链、生态成

盟”为运营理念，旨在建立我国汽车芯片产

业创新生态，打破行业壁垒，补齐行业短

板，实现我国汽车芯片产业的自主安全可

控和全面快速发展，推动我国成为全球汽

车芯片的创新高地和产业高地。

黑芝麻智能科技作为汽车芯片产业链

中的一员，致力于车规级自动驾驶芯片的

设计与研发。自2016年成立以来，黑芝麻

智能科技在短短3年内，便发布国内首颗车

规级智能驾驶芯片华山一号A500。今年6
月，第二颗大算力、低功耗的车规级智能感

知 芯 片 华 山 二 号 A1000 面 世 ，具 备

40-70TOPS的强大算力，小于 8W的功耗

及优越的算力利用率，是目前能支持L2+及

以上级别自动驾驶的唯一国产芯片。

上海拿森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也作为首

批理事单位之一，受邀参加大会。上海拿

森是一家专注于线控底盘核心技术开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位于浦东金桥。

2018年，拿森NBooster智能刹车系统产品

在北汽EC3车型上率先实现批量投产，成

为本土首个大批量产NBooster智能刹车系

统的零部件企业，打破外资巨头在线控底

盘领域的绝对垄断局面。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昨天，华领医

药公布了其“全球首创”糖尿病新药多扎格

列艾汀与二甲双胍联合用药注册临床研究

DAWN（也称 HMM0302）的 24 周进一步

分析数据。

24周研究数据显示，多扎格列艾汀显

示出了以下特征：快速起效，糖化血红蛋白

（HbA1c）在用药 4 周后有效下降；与安慰

剂对照组相比，治疗组的β 细胞功能显著

改善，胰岛素抵抗降低；与安慰剂对照组相

比，治疗组的餐后2小时血糖值显著下降；

安全性和耐受性好，低血糖发生率低（24
周治疗期内低于1%）

此外，研究报告显示，多扎格列艾汀超

过 24周持续有效。华领医药首席执行官

兼首席科学官陈力表示：“研究结果证明了

多扎格列艾汀在二甲双胍足量治疗失效的

2型糖尿病患者中的治疗潜力。”

此外，多扎格列艾汀与 SGLT-2 抑制

剂、与DPP-4抑制剂等主要治疗药物的联

合用药临床研究结果均表明，联合用药具

有明显增效作用，能够显著提高血糖控制

能力。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发展互联网+的

健康服务是《“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

内容之一，如何帮助民众获得优质、安全的

疫苗，以及高效、便捷、舒适的疫苗接种体验

已成为国内外药企、平台关注的重点。

11月25日，已覆盖中国70%以上医生的

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平台——丁香园宣布，

与默沙东、GSK、科兴控股、华兰生物等国内

外知名疫苗企业共建疫苗服务平台，实现非

免规疫苗接种的线上线下一体化通路，同时

为大众提供权威疫苗科普、接种预约、接种

后不良反应处置等服务。此前，浦东跨国药

企辉瑞、赛诺菲也已经与丁香园在疫苗科普

领域展开合作。

记者了解到这也是首家由疫苗企业、诊

所接种点等疫苗产业链角色直接参与共建

的疫苗平台，同时标志着丁香园正式进军

“互联网+疫苗”领域。

据悉，目前丁香医生疫苗服务平台已经

上线HPV、流感、带状疱疹等多种疫苗的接

种服务，已有分布在全国18个城市的约百家

诊所接入，累积预约疫苗量已超6.5万支。

丁香园副总裁初洋表示：“未来两年内

丁香园不会靠疫苗服务平台盈利，不对机

构端和用户端加收一分钱。将专注提升三

方效率，让疫苗服务真正可及。”

“目前对消费者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医

防分离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默沙东疫苗事

业部市场部负责人黄雁玲表示，“各界借助

互联网+的大趋势，默沙东希望与丁香园一

起助力预防生态建设，提高接种工作效率。”

探索校企产教融合新模式

特斯拉员工走进上海电力大学培训专项技能

中国汽车芯片产业
创新战略联盟成立

丁香医生疫苗服务
平台覆盖18城

华领医药公布
糖尿病新药数据

外高桥海外优选商品直播基地落成

“进口贸易+直播”在保税区内常态化规范化

多种直播形式将在基地灵活切换。 □直播基地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