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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珍莹

伴随着全球技术转移大会掀起的创新

热潮，昨日，2021浦江创新论坛在浦东开

启了新一轮全球顶尖创新智库的激情碰

撞。

科学数据作为科技创新的基石，已成

为国家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

略性资源。作为今年浦江创新论坛“支撑

城市数字化转型”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昨

日举行的新兴技术论坛围绕“科学数据”这

一主题，邀请国内外嘉宾立足科学数据管

理、共享和应用服务的创新理念和实践，分

享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应用、交互、协作的

优秀案例，探索科学数据的创新应用，就科

学数据开放的政策、原则、体系等多角度展

开讨论。

《上海科学数据共享倡
议书》发布

在昨日的论坛上，由上海市研发公共

服务平台管理中心、上海科技创新资源数

据中心联合发起的《上海科学数据共享倡

议书》正式发布并签署。

《倡议书》提出将以“五个坚持”——坚

持开放互通，推动数据共享；坚持互利共

赢，加速成果转化；坚持专业创新，提升数

据赋能；坚持安全可控，保障知识产权；坚

持国际视野，积极协同合作，力争逐步将上

海打造成为科学数据汇集、共享和应用转

化的高地，为城市数字化转型和全球科技

创新中心助力。

据介绍，《倡议书》得到了上海众多高

校、科研院所以及其他创新主体的积极响

应，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上海天

文台、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等机构

与倡议发起单位共同签署协议，并已经将

倡议内容落到实处，倡议单位间已经就数

据的创新应用和开放共享，展开了多方面

的合作。

会上还透露，2018年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科学数据管理

办法》，明确强调科学数据管理的重要性，

提出要加强和规范科学数据管理，积极推

进科学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为

政府决策、科学研究等提供有力支撑，目

前上海正在积极研究和深入落实国家要

求，加快细化编制地方科学数据管理制度

的出台。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王晔

表示，当前科学数据已成为科学研究的

关键成果和重要的战略性资源，科学研

究正在面临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的“第

四范式时代”。“前沿科技领域研发势必

产生大量的科学数据，除了基本的数据

存储，也需要科学数据的科学计算和再

分析，更需要科学数据的有效管理，上海

将主动作为，率先探索营造符合上海服

务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的、切实可行的、数据开放共享的生态环

境。”

打造数据中心集群 促
进科学数据开放共享

根据“十四五”规划纲要，上海将坚持科

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深入开展国际

合作，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

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

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

战略性的国家科技重大项目，推动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核心功能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副主任王

瑞丹在会上透露，在科技部和财政部的共

同努力下，已首批成立了20个国家科学数

据中心，“本次论坛共同探索科学数据的创

新应用，对实现科学数据更深层次的价值，

构建科学数据的创新生态意义十分重大。

近年来，上海科学数据规模也在不断增长，

在数据管理和应用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卓有

成效的积极探索。期望上海能够加快新一

代数字基础设施的布局，打造数据中心集

群，促进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

记者从论坛上了解到，作为面向全球

的科技创新资源服务综合体，上海科技创

新资源数据中心建立两年来，正支持上海

科研创新的数字化转型。上海市研发公共

服务平台管理中心副主任、上海科技创新

资源数据中心CEO朱悦表示：“科创资源

数据中心已经初步具备了面向科研单位科

研人员的从基础设施、协同共享到应用转

化的各个层面的专业服务能力，将全力推

动科学数据的可信共享，打造区域性、综合

型、国际化的科学数据中心。”

本报讯（记者 黄静）昨日，第三届长

三角城市群“青年人才创新论坛”举行，该

论坛由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团区

委、浦东青联指导，长三角城市群青年人

才创新学院和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共同主办。

本届论坛以“新科技、新青年、新园

区”为主题，旨在搭建青年科学家、青年企

业家以及各个创新要素沟通交流、思想碰

撞的平台，进一步汇聚长三角青年人才智

慧，积极呼应浦江创新论坛关于“多元、连

接、共享”科技创新共同体倡议，助力浦东

科创活力生态圈建设。

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科技创新的龙

头引擎，如何发现、培育和凝聚作为科技

创新中坚的青年力量，是构筑长三角一体

化科技创新生态的重要命题。同时，产业

园区作为科技创新硬件载体的建设者、软

件环境的营造者，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回

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诉求，正确适配

各个创新要素和谐共享、良性发展的软硬

件环境。

为此，论坛邀请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徐甲甲、上海科技大学研究员寇

煦丰、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杜少雄和创新营学员代表拓攻机器人创

始人张羽作主题分享，他们从各自产业和

领域角度出发，紧扣论坛“新科技、新青

年、新园区”的主题，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科技创新生态建设

的新蓝图。

徐甲甲认为，人工智能已成当下焦

点，科大讯飞则利用人工智能让机器听见

会说，理解思考。目前，科大讯飞在语音

合成、语音识别、机器翻译、机器视觉等领

域实现了非常大的突破，并加速教育、医

疗、工业快速实现升级，助力上海城市数

字化转型发展。

作为今年上海科技 35U35 青年的入

选者，寇煦丰分析了基于磁性存储器的硬

件系统现状。在他看来，人工智能时代是

基于数据的存储与读取，而制约计算机性

能的真正因素则是存储等级。另外，人才

也是制约集成电路发展的另一因素。

杜少雄分享了张江科学城的科创活

力生态布局。他表示，当前，张江科技创

新资源高度集聚，高质量人才持续汇聚，

创新平台日益活跃，创新力量高度活跃。

基于全球屈指可数的创新生态，张江已形

成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主

导产业，企业在这里既可借助科研院所的

科研力量，分享、整合垂直行业内的资源，

又可联合科学城内各平台、全球顶尖风险

投资机构，为企业发展注入活力。

本次长三角创新营的学员代表、南京

拓攻机器人 CEO 张羽，则是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战略的具体受益者，“我们企业坐

落在南京，但在长三角各地都有项目推

进，这都离不开长三角产业创新的良好生

态，我们在其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星光

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期待在此

次创新营，大家一起相互学习，共同成

长。”

本届论坛吸引了来自第三期长三角

城市群青年英才创新营及张江科学城近

百位青年企业家们参与。未来一周，学员

将与智库专家导师面对面，聆听精尖学术

讲座，剖析前沿产业动态，实地参访张江

大科学装置及张江科学城的知名创新型

企业、孵化器等，为企业发展、产业协同实

现跨界融合交流，为高质量推进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本报讯（记者 陈烁 通讯员 陆明

辉 胥彦翔）宝妈宝爸们入货的进口婴童

消费品是否安全？近期，上海海关组织

了专项风险监测，对进口婴童服装、奶瓶

奶嘴、杯盘碗筷、书包文具等婴童消费品

实施质量安全风险评估，结果显示进口

婴童消费品质量安全状况不容乐观。

据介绍，本次风险监测检出不符合

现行标准的婴童消费品 33 批，其中涉

及丙烯腈含量超标（食品接触产品）、色

牢度不合格（婴童服装）以及笔帽通气

量不合格（学生用品）等高风险质量安

全项目不合格 15 批次，标签不合格 14
批，功能性服装未达标 4批。

此外，针对学生用品、牙刷与口腔

器具以及奶瓶奶嘴等产品中即将实施

的新国家标准，本次也进行了摸底监

测。结果发现有 6 批次产品存在邻苯

二甲酸酯项目超过新国家标准的情况。

在不合格婴童服装的中，色牢度不

合格仍然是比较普遍的问题。本次发

现的 6批不合格婴童服装中，有 5批次

是色牢度不合格，品牌涉及 H&M、

OKAIDI 和 GAP，其中 3 批标称产地为

孟加拉国。

在婴童的食品接触产品中，餐筷产

品的质量安全问题较为突出。比如，有

4 批次儿童餐筷检出丙烯晴迁移量超

标，部分批次同时检出脱色试验不合

格，涉及 SKATER、Sanrio Original等品

牌，标称产地均为日本。

在儿童经常使用的文具中，检出 2
批百乐品牌水笔通气量不合格。据介

绍，笔帽上的通气孔可有效降低吞咽时

的窒息风险。很多孩子都有咬笔头的习

惯，如笔帽不慎被吞入口中卡在喉咙口

时，通气孔就成为了“救命孔”。通气量

不足的笔帽可能会引发窒息风险，而这

类风险隐患往往会被学生和家长忽视。

其余不合格情况还包括部分儿童

牙刷在刷毛的单丝弯曲恢复度、刷头厚

度和刷头可拆卸等项目中不合格，涉及

品牌为莎卡、米菲、儿忒丝、宝儿德；部

分功能性童装在防水性、防紫外线和吸

湿性等项目中不达标，涉及品牌为 PE⁃
TIT BATEAU、ADIDAS。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近日，上海

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中心更名为上

海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亚太中心。

记者了解到，随着中国航运市场

快速发展以及在全球影响力不断增

加，上海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中心

的辐射范围和服务功能进一步拓展。

此次在吸收原新加坡中心的管理职能

基础上，上海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

中心被正式授权由中国总部升级为亚

太总部。

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BIMCO）

是当今世界上公认的最大、最具影响

力的国际航运组织，总部位于丹麦。

2012 年，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在浦

东设立上海中心。

作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金融中

心建设的核心承载区，浦东一直致力

于打造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最新

数据显示：浦东目前已集聚港口运输

业、航运服务业和航运基础产业等三

大类企业 1万余家。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记者昨日

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今年 5月，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 6598.8
万人次，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增长 13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日均发送旅客

212.9 万 人 次 ，占 全 国 铁 路 客 发 量

22.9%。这也是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长三角铁路单月客发量首次实现正

增长。

四五月份，受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加之气温回暖、旅客出行意愿恢复，

铁路客流持续恢复。其中清明小长假

和“五一”小长假，“补偿式出行”大客流

如约而至。

“长三角铁路客流从恢复性增长转

为正增长，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

济强大的修复能力和强劲动力。”同济

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轨道交通网络

智慧运输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徐瑞华表

示，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和消费

环境不断优化，居民出行意愿指数稳步

恢复，铁路在助力经济运行稳中加固、

稳中向好方面，将发挥着更为重要的支

撑引领作用。

《上海科学数据共享倡议书》在浦江创新论坛发布

打造科学数据汇集、共享、转化高地

长三角城市群“青年人才创新论坛”举行

为长三角一体化贡献青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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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婴童消费品质量安全状况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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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铁路5月发送旅客6598.8万人次

实现疫情后单月客发量首次正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