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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馨艺

药 明 康 德 、博 彦 科 技 、芬 迪（中

国）……昨日，近 20 家知名企业走进周

浦镇“探营”。这是周浦今年举办的首

场投资推介会，通过展示营商环境、区

位优势等，吸引更多企业落户，推动周

浦的社会经济发展在新阶段向更高水

平迈进。

“公司业务发展迅速，需要更多场地

和空间支持业务发展。没想到周浦还有

这么一块宝地，我要把这个消息带回去

给团队。”听完周浦镇相关职能部门的介

绍后，来自科文斯新药研发（上海）总部

的张伟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她口中的“宝地”是周浦智慧产业园，

也是此次周浦推介的重点。园区总占地

面积约 3.77平方公里，紧邻张江科学城，

是浦东南北科创走廊的重要节点，西侧毗

邻漕河泾浦江科技园，周边产业氛围浓

郁。园区东侧为周浦中心镇区，城市配套

功能完善，具有良好的产业支撑。

据了解，周浦智慧产业园现有企业

2387 家，包括落户型企业 626 家，主要涉

及生物医药类、汽车零部件类、电子电

器类、金融服务类等。园区内有企业员

工 约 1.7 万 人 ，其 中 研 发 人 员 近 8000

人。去年，园区完成工业总产值 107 亿

元，税收 9亿元。

周浦镇企业服务中心主任郏敏杰介

绍，结合浦东六大硬核产业及周浦产业基

础，园区后续将主要聚焦人工智能、信息

服务（5G应用）、生物医药研发等相关应用

产业，打造集总部办公、研发设计、高端制

造为一体的全产业链智慧产业社区。

园区内配备了员工餐厅、精装人才

公寓、健身中心等，为入驻企业员工打造

舒适、便利、生态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最

关键的是，周浦智慧产业园内还有多块

储备用地已具备建设条件，这也成为了

昨天推介会上各家企业关注的重点。

除了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后

续保障完备，周浦还专注于当好“金牌

店小二”，为入驻企业提供更优的服务，

并通过推出多项配套服务，包括为企业

提供“保姆式”办证服务、企业科技孵化

基地以及全程跟踪服务等，不断优化营

商环境。

推介会上，周浦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闵庆峰向各家企业承诺，无论是镇企业

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还是镇领导班子

成员，都将当好“金牌店小二”，主动为企

业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各类问题。

去年，周浦一周连办四场营商环境

推介会，共有百余名企业家来到周浦实

地探访，成果颇丰。“去年推介会后，已

有七八家企业因此成功入驻周浦。”闵

庆峰说，去年一年，周浦引进企业 930
家，“18 号线的开通，使周浦地区交通更

加便捷，而作为浦东区域之一，借助浦

东开发开放的东风，周浦也将享受到更

多利好政策，这也成为吸引企业入驻的

关键。”

“周浦对我们很有吸引力，希望之后

能有机会进一步交流。”来自新知软件有

限公司的寇祖亮说。

昨日，上海市服务外包企业创新基

地（周浦基地）同期揭牌，意味着上海市

服务外包企业协会会员单位在周浦有

了个“家”。后续，这个平台将充分发挥

信息沟通交流渠道的作用，助力政企之

间的衔接。

周浦镇党委书记吕东胜表示，目前，

周浦的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正

在向更高水平迈进。“无论是旅游、安家，

还是投资兴业，我们都欢迎大家多来周

浦看看，在周浦发展进程中创造彼此共

同发展的机会。”他说。

据悉，周浦后续还将陆续举行多场

投资推介会，向更多企业推介周浦的历

史人文、区位优势、产城融合情况等。

■本报见习记者 张诗欢

本 报 记 者 许素菲

昨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20 年

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报告用“迭

代”一词概括网络文学的 2020 年，认为

2020年是网络文学的分水岭之年，由此行

业正式迈入精耕细作与创新拓展并举，网

文 IP化的探索也迈入新阶段。

据介绍，此份报告以阅文集团年度数

据和行业公开数据为主要分析蓝本。

新增作家80%是95后

数据显示，2020年阅文新增网文作家

Z世代占比近八成。同时，“成神作家”（即

晋级为阅文集团白金/大神作家）中，年轻

作家战绩赫赫——90 后作家“霸榜”，95
后、00后作家亦崭露头角。

例如，90后作家老鹰吃小鸡作品《万

族之劫》问鼎阅文原创风云榜2020年度男

生总榜，并以单月超41万的月票打破网文

史男频小说纪录。

网络文学创作队伍的年轻化趋势，也

在读者一方显现。阅文集团数据显示，其

读者Z世代占比近六成，其中 00 后占比

超 42%。相近的年龄层、成长经历和兴

趣爱好，使得年轻作家的表达更易获得

读者共鸣，很多 90后、95后甚至 00后“一

书成名”。

“网文出海”步履不停

近两年，免费阅读、新媒体文兴起，但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免费阅读和新媒体文

内容趋于同质化、孵化 IP能力不高，免费

阅读收入模式单一等问题也逐一显现。

报告指出，免费阅读与付费阅读融合发

展，有利于充分挖掘作品的阅读价值，延

长作品的价值生命周期，或将成为免费阅

读平台竞争的关键。

海外市场也在文化强国远景目标的

指引下快速发展，为网络文学行业带来了

新的可能。

阅文集团海外门户起点国际累计访

问用户已超 7300 万，已上线超 1700 部中

国网络文学的英文翻译作品，吸引了来自

全球超 10 万名创作者，已创作原创网络

文学作品超 16万部。

同时，《全职高手》《天盛长歌》《庆余

年》等 IP 改编剧集登录海外视频网站及

电视台，其中《庆余年》在美洲地区成为同

期播出的华语跟播剧第一名，用户评分高

达平均 9.7分（满分 10分）。

“三驾马车”引领产业耦合

2020年，文娱市场 IP开发开始“自觉

地整合”。内容上，下游各种文娱形式中，

IP仍是热度和口碑的重要保障；机制上，

由腾讯影业、新丽传媒、阅文影视组成的

“三驾马车”开始意识到通过产业耦合提

升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性，并连续产出多部

爆款；在题材上，IP题材不再“一枝独秀”，

除古代言情、历史、玄幻等市场传统优势

类别，新幻想类题材和现实题材愈加受到

下游影视改编方青睐。

值得一提的是，经历数年的无序探

索，网文 IP开发呈现有序推进、内容产业

链耦合态势。“三驾马车”的成立及“300部

网文漫改计划”启动，打通 IP在不同阶段下

的运营开发形式，建立更系统的机制，实现更

高质、高效的网络文学IP改编。以爆款IP改

编电视剧《赘婿》为例，其不仅成为爱奇艺史

上热度值最快破万剧集，还带动了阅文旗下

平台原著日均阅读人数提升近17倍，真正形

成书到影视、影视到书的流动链条。

报告还点出了版权保护的重要性，并

对版权保护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推进新

著作权法落地实践，提高侵权法定赔偿额

上限和明确惩罚性赔偿原则，进一步维护

创作者权益；加强政企合作，发挥行业联

盟作用，从平台监管审核、渠道分发等各

个环节合力围堵，坚决抵制盗版产业链的

滋生蔓延。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素菲）叮咚买菜加码华北区域步伐又

迈进一步。昨日，叮咚买菜正式入驻天

津，这也是叮咚买菜今年新开拓的第一

个城市。此前叮咚买菜已经在北京、唐

山、廊坊提供服务，此次进驻天津，意味

着叮咚买菜在环京津都市圈的布局基本

成型。

此番入驻天津，叮咚买菜将延续离

消费者最近的前置仓模式，首批开设的

7家站点，将覆盖天津南开区、红桥区、

河北区、东丽区等核心城区，周边3公里

左右的消费者只要点点手机，就能享受

到肉禽蛋奶、蔬菜水果、米面粮油等新鲜

食材即时到家的服务。

基于前期各地的本地化运营经验，

结合天津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叮咚买菜

在天津的生鲜品类上做了不少特色调

整，特别上架了鲜活海白虾、鲜活鲫鱼、

鲜活鲍鱼等活鲜品类。未来，叮咚买菜

将陆续在天津开设出多家站点，覆盖天

津城区全部范围。

随着入驻天津，叮咚买菜入驻的城

市已经达到 29个，服务范围覆盖上海、

北京、广州、深圳、成都等城市。目前，叮

咚买菜已开设前置仓数量近1000家，为

前置仓周边3公里居民提供一日三餐的

食材到家服务，日订单量达100万单。

本报讯（记者 沈馨艺）昨日，记者

从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获悉，度假区 5周

年庆典将于 4月 8日拉开帷幕，届时，一

系列生日庆祝活动将让游客在度假区

各个角落邂逅惊喜，沉浸在“惊喜连连，

奇妙一整年”的欢庆氛围中。

2016年 6月 16日，上海迪士尼度假

区作为中国内地第一座迪士尼度假区

开幕。5年来，度假区已成为全球备受

欢迎的度假目的地，正用源源不断的创

意、持续扩建和新鲜体验，欢迎新老游

客的到来。

“惊喜连连，奇妙一整年”是度假区

5岁生日庆典的主题，庆典将从 4月 8日

起持续一整年。届时，整个度假区将以

崭新面貌、全新体验邀请游客共同加入

生日庆典，带给大家更多神奇与惊喜。

“在即将开启的 5 岁生日庆典活动中，

我们期待为大家带来一系列神奇体验，

让游客在度假区的各个角落邂逅惊

喜。”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总裁及总经理

薛逸骏说。

庆典期间，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官方

App的图标将换上新装，呈现特别的“5
岁生日标志”。游客在进入乐园后可通

过 App 上全新的“领取奇妙惊喜”功能

参与在线幸运抽奖，有机会收获包括餐

饮或商品兑换券、热门景点的优先体

验、现场娱乐演出的预留观赏位等惊

喜。

此外，乐园里还将有“惊喜特派员”

每天随机现身，为幸运游客送上问候及

额外惊喜。届时，乐园将推出全新特别

演出“迪士尼‘转动吧！惊喜’奇妙秀”，

游客有机会从“惊喜特派员”手中赢取

参与该演出的机会。

除了将在乐园各处与游客邂逅的

众多惊喜外，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更将揭

幕一系列崭新游客体验，打造一个盛

大、难忘的生日庆典。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3月17日，中

芯国际发表公告称，公司于 3月 12日和

深圳市政府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合

作框架协议，公司和深圳政府（透过深圳

重投集团）拟在深圳设立晶圆厂。

依照计划，中芯深圳将开展项目的发

展和营运，重点生产28纳米及以上的集成

电路和提供技术服务，旨在实现最终每月

约 4万片 12吋晶圆的产能。预期将于

2022年开始生产。

中芯国际公告称，项目的新投资额估

计为23.5亿美元，各方的实际出资额将根

据第三方专业公司对中芯深圳所作评估

而定。预期于建议出资完成后，中芯深圳

将由公司和深圳重投集团分别拥有约

55%和不超过23%的权益。公司和深圳政

府将共同推动其他第三方投资者完成余

下出资。

中芯国际是世界领先的集成电路晶

圆代工企业之一，也是中国内地技术最

先进、配套最完善、规模最大、跨国经营

的集成电路制造企业集团。中芯国际方

面表示，通过把握深圳政府发展集成电

路行业的机遇，该项目能够满足不断增

长的市场和客户需求，推动本公司的发

展。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大众汽车集团

日前宣布，将在今年推出多款纯电动汽车，

以实现100万辆的纯电动汽车年销量目标。

从产品方面看，大众将在今年开始发

动电动新品攻势，计划在2021年推出大众

ID.4、大众 ID.6、奥迪 Q4e-tron、奥迪 e-
tron GT、斯柯达ENYAQ iV、西雅特Cu⁃
pra el-Born共 6款纯电动汽车。其中，大

众 ID.6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由一汽-大众

和上汽大众分别在广东佛山和上海安亭生

产，将于今年第三季度正式上市。

同时，大众汽车集团还表示，计划在未

来五年内投资约460亿欧元用于电动汽车

和混合动力车型方面。

在电池和充电桩领域，大众汽车集团

正在实施平台化战略。根据其发布的时间

表，2023年起，集团将启用标准电芯，并将

在全球推广运用。到2030年，集团旗下各

品牌约 80%的电动车型将搭载标准电芯。

得益于此，集团旗下入门级车型上搭载的

电池电芯成本将减半，搭载于量产车型的

电池电芯成本将降低30%。

为确保满足集团的电池电芯需求，大

众汽车集团计划携手合作伙伴，到2030年

在欧洲建设 6座超级电池工厂，总年产能

高达 240千兆瓦时。集团还将在欧洲、中

国和美国布局公共快速充电网络。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日前，中科

新松亮相慕尼黑上海电子生产设备展，

展出了一系列 3C协作机器人应用场景

包，带领现场观众感受全“新”的电子生

产智能制造趋势。

记者在展台现场看到，无人机自动

装配站中，新松多可GCR5协作机器人

通过末端快换工具切换夹爪和拧紧枪工

具，可以分别实现螺旋桨取放和螺钉取

放、拧紧、拆卸功能，一台机器人就可以

实现多个装配工艺，完成无人机的自动

化智能装配。工作人员介绍，协作机器

人不仅能实现一站多工艺，还能满足3C
行业中因零部件庞杂，种类繁多，而产生

的柔性生产需求。

近年来，新松多可协作机器人通过

服务赛意法、美光等行业知名客户，获取

3C行业智能制造发展的新需求、新趋势，

有针对性地设计开发3C行业智能制造解

决方案，已经从最初的单个应用场景逐步

向全方位、多层次、整合性的整机生产制

造无人化方向发展。相关负责人表示，公

司将致力于与更多行业伙伴开展合作，共

同推动3C制造产业智能化发展。

邀请知名企业实地“探营”

周浦智慧产业园储备用地受关注

今年大众电动车销量目标100万辆
将推出多款纯电动车

大众纯电SUV ID.4。 □IC photo 供图

中国社科院发布2020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

网文行业迎来分水岭 IP化探索迈入新阶段

叮咚买菜入驻天津 首设7家站点

上海迪士尼5周年庆典4月启动

中芯拟在深圳建28纳米工艺晶圆厂

新松多可协作机器人展示“智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