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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国际低碳领域高端人才、教育和科研力量

上海交大中英国际低碳学院落户临港
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昨日，上
海交通大学、上海临港地区开发建设
管理委员会、英国爱丁堡大学签订合
作协议，成立中英国际低碳学院，国
内首家低碳专业学院在临港地区挂
牌。
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
书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管委会主任翁祖亮，上海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
记姜斯宪，浦东新区区委常委、临港
管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陈杰，
爱丁堡大学常务副校长 Charlie Jef⁃
fery，英国驻中国大使馆苏格兰事务
处 首 席 秘 书 Martin McDermott 出
席。
中英国际低碳学院是由上海交
通大学牵头设立，爱丁堡大学、帝国
理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共同参加的
创新型高等教育及研究机构，
旨在汇
集中英低碳领域世界级专家力量，建
设低碳领域国际影响力的高端人才、
产业和技术集聚地。
落户临港的中英国际低碳学院
将聚焦碳金融、碳管理和循环经济等
领域，致力于推动碳交易、碳咨询、核
查、认证等相关服务业在临港地区快

速集聚，培养低碳产业领域的交叉
性、复合型、国际化创新人才，
组织前
瞻性、系统性的低碳产业高端培训，
开展前沿性、创新性、应用性的科学
研究，推动低碳技术研发与成果孵
化，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发展，打
造低碳领域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
为
推进临港地区乃至上海市低碳产业
发展提供支撑。
中英国际低碳学院在临港地区
落地，集合了上海交大环境与能源领
域的研究优势、英国高校低碳研究领
域的前端优势、临港地区的环境和产
业优势，也是上海交大和临港管委会
校地合作办学的积极尝试。据悉，
中
英国际低碳学院将围绕低碳技术成
立三个研究中心：碳资源化利用研究
中心、互联网+智慧能源研究中心、
节能减排技术研究中心，
建设两个研
究所：碳金融与管理研究所、废弃物
资源化研究所。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黄震介
绍，低碳学院是在中国率先开创以
低碳领域为学科方向的学院，拟开
设全日制与非全日制硕士学位项目
以及全日制博士学位项目。学院目
前与爱丁堡大学开展环境工程低碳

方向双硕士学位联合培养项目，学
生第一学年在交大低碳学院就读，
通过爱丁堡大学选拔的学生在第二
学年将赴英深造。2017 年度首批招
生 30 人，5 年后招生规模预计达到
600 人。
除此之外，
学院正积极寻求伦敦
大学学院、帝国理工大学等多所世界
一流大学的合作意向，
开展双学位硕
士项目、联合培养博士学位项目，并
创造短期交流交换和常规学期交流
交换等互访机会，
为学生搭建海外深
造和文化体验的广泛平台，
创设低碳
产业领域交叉性复合型实用人才培
养基地。
陈杰表示，
临港管委会将全力支
持项目建设，积极做好服务保障工
作，科学合理地配置各类要素资源，
为中英国际低碳学院发展营造良好
的外部环境，
努力实现
“互惠双赢”的
发展目标。
临港地区作为上海全球影响力
科技创新中心主体承载区，
是上海八
大低碳发展实践区之一。按照“低
碳、生态、智能、宜居”的理念，
临港地
区坚持以科技引领低碳发展，
在国际
低碳交流与合作、低碳社区、智能交

通、绿色产业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和实践，
致力于成为中国低碳城市建
设的典范。随着上海交通大学中英
国际低碳学院的落地，
临港低碳产业
发展和低碳城市建设迎来新的重要
创新者、实践者和推动者，临港科技
创新和高等教育国际化、专业化水平
也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近年来，围绕集聚高端产业、高
端人才和强化产城融合目标，为加
快完善城市功能、建设高水平城市，
临港地区前瞻布局教育和科研体
系。在已落地的上海海事大学、上
海海洋大学、上海电力学院、上海电
机学院、上海建桥学院的“两海、两
电、一桥”高等教育布局基础上，结
合科技创新发展需求，强化国内外
优质资源引进，除上海交通大学中
英国际低碳学院外，中央美术学院
学院中法艺术与设计管理学院、上
海电机学院中德智能制造学院也已
落地。此外，上海交通大学智能制
造研究院、同济大学海底观测网国
家实验室等科研机构也将在临港地
区做大做强。临港地区教育和科研
体系不断完善，人才吸引力和科技
竞争力不断提高。

第 34 届
“上海之春”
国际音乐节昨晚闭幕
本报讯 （记者 曹之光）昨晚，多媒体交响剧《丝路追梦》
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献演，第 34 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落
下帷幕。从 4 月 28 日至 5 月 18 日，艺术节的各类活动，共吸
引近百万人次参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董云虎，副市长
翁铁慧等领导出席。
多媒体交响剧《丝路追梦》是“上海之春”组委会响应“一
带一路”倡议，重点推进的主题创作。青年指挥家林大叶执
棒上海音乐学院交响乐团，演出以五个激情洋溢、跌宕起伏
的乐章，表现出丝绸之路沿途的民族民间风情。音乐配合多
媒体视觉艺术影片，呈现出气势恢弘的历史音画。从开幕演
出《中国故事——敦煌》到闭幕演出《丝路追梦》，
“一带一路”
主题在本届“上海之春”首尾呼应，唱响了一曲曲文化交融的
颂歌。
在为期三周的音乐节期间，来自中、美、法、英、俄、意等
10 余个国家的乐团、音乐家、舞蹈家轮番献演了 39 台演出，
吸引 9 万多人次观众到场观看。57 万余人次通过网络直播，
在线观看了多台演出和活动。2.5 万名艺术院校学生及群文
骨干参加了各类展演和征集活动。15 万管乐爱好者现场参
与了管乐艺术节等“节中节”活动。近百万市民和海内外人
士通过线上线下活动，感受到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艺术
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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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上飞员工在浦图专架前挑选书籍。

浦东图书馆为
“上飞”添书香
本报讯 （记者 周蓓君）昨天下
午，中国商飞公司制造总师、上飞公
司总工程师姜丽萍和浦东图书馆馆
长张伟共同为上海浦东图书馆上海
飞机制造有限公司延伸服务点揭
牌。上飞图书馆浦东分馆内的浦图
专架正式启用，书籍涵盖了哲学、历
史、文化、教育、健康、文艺等多种类
别，
为上飞公司职工提供了更多阅读

天 气

上海
20~27℃
多云

优

选择。
此次浦图专架上列出的书目共
计 3000 册，其中既有《孟子》
《庄子》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哲学类书
籍，也有《上海的风花雪月》
《梦珂》
等散文、小说。上海飞机制造有限
公司情报档案馆副馆长赵宇闻表
示，上飞图书馆的藏书偏重于科技
类书目，但时下公司中的青年职工

▼

比例高，平时工作任务很紧张，专业
型书籍无法化解工作和生活压力。
浦图专架上提供的书目以家庭类、
教育类、人文类等书籍为主，与图书
馆本身的科技类书籍形成补充，能
够帮助职工解压。
当日，
揭牌的还有浦东图书馆上
飞公司复合材料中心职工小家延伸
服务点。据了解，
这并非浦东图书馆

优到良
良

轻度

中度

重度

严重

风力 3-4 级

首次在上飞公司内设立专架。上飞
公司在建设期间，
浦东图书馆便曾将
专架开进了其位于祝桥的施工工地，
为上飞职工及工地施工人员提供文
化给养。如今，
浦图再一次将延伸服
务点送到上飞公司内，
今后还将根据
上飞职工借阅的喜好定期更换书籍，
同时，
浦图还将在上飞公司内开展讲
座等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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