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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型更加丰富 市场开放度加大

上海去年新能源汽车注册登记超 7 万辆
本报讯 （记者 王延）2018 年上
海新能源汽车推广量增长迅速。来
自本市公安机关车辆管理部门统计
显示，去年全年，上海完成新能源汽
车 新 车 注 册 登 记 73724 辆 ，相 比 较
2017 年全年同比增长 20.2%。截至
2018 年底，上海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达到 239784 辆，推广总量继续保持
国内乃至全球领先。
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称，
2018 年本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呈现出
多个特点，首先是新能源汽车产品类
型全面丰富、市场开放度更高。通过
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市场多元化品
牌格局愈发显现。2016 年以来，在
本市推广应用的新能源车型累计已
超过 360 款，其中兄弟省市品牌车型
占比超过 80%。仅 2018 年全年，上
海市场新增新能源车型 194 款，其中
乘用车 161 款（含进口 16 款），商用车
33 款。
2018 年上海新能源汽车消费市
场里，
私人用户仍是消费主体，
共计推
广新能源汽车 52810 辆，其中插电式
混合动力新能源汽车依然占据着市场
主流，达到 42261 辆。纯电动乘用车
推广数量呈现出迅速增长的态势，
2018年本市纯电动乘用车的推广数量
较 2017 年同比增长 40.1%，其中私人
领域推广10549辆，
同比增长41.9%。
值得一提的是，2018 年本市继

奇石乐集团亚太区
总部落户外高桥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近日，奇
石乐精密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正
式落户外高桥保税区，该公司隶属于
动态测量技术领域的市场佼佼者——
瑞士奇石乐集团。
据悉，为进一步开发亚太市场，奇
石乐集团一直考虑在上海成立新公司
作为亚太地区总部。外高桥集团股份
下属外高桥国际贸易营运中心有限公
司自 2017 年底与奇石乐集团洽谈合作
事宜，先后助其完成了新公司注册、全
程物流操作等方案的制定，
外高桥集团
股份下属新发展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与
奇石乐集团签订了全程物流协议。
据奇石乐集团规划，奇石乐上海
公司 2019 年进口销售额将达到 1 亿瑞
士法郎。

SAP发布
“中国加速计划”
加大中国市场人才和设备投入

截至 2018 年底，上海已累计建成各类充电桩超过 21.06 万个。

续加快充电设施建设，
完成新建公共
充电桩共计约 1.05 万个。截至 2018
年底，上海已累计建成各类充电桩超
过 21.06 万个，其中公共充电桩 3.62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万个、专用充电桩 3.26 万个、私人充
电桩 14.18 万个，本市新能源汽车车
桩比进一步提升至 1.12：1，能够较为
有效地应对和满足快速增长的新能

源汽车充电服务需求。据市电力公
司统计，
本市私人用户申请独立计量
表并完成装表接电数累计已达
84128 户。

华虹去年销售收入创历史新高
预计今年四季度量产 300mm 晶圆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华虹半
导体日前公布了2018年第四季度的
综合经营业绩。报告显示，
去年第四
季度，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销售收入再
创新高，
达2.491亿美元（未经审核），
同比增长14.8%，
环比增长3.3%。至
此，
公司 2018 年度销售收入创历史
新高，
达9.303亿美元（未经审核），
较
上年度增长15.1%。
华虹半导体方面表示，去年第
四季度亮眼表现主要得益于银行卡
芯片、MCU、超级结和通用 MOS⁃
FET 产品的需求增加。在工厂持续
高产能利用率、部分产品的销售价
格提升、不断优化的产品组合的影
响下，
公司毛利率持续维持在34%。

对于 2018 年全年销售收入总
额 达 9.303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5.1%，华虹半导体总裁兼执行董
事王煜认为，得益于华虹特色工艺
平台，尤其是嵌入式非易失性存储
器和分立器件技术平台。
华虹半导体的主要产品包括专
业应用的 200mm 晶圆半导体、
嵌入
式非易失性存储器及功率器件等，
其生产的半导体产品被广泛应用于
不同终端市场，
包括电子消费品、
通
讯、
计算机、
工业及汽车等领域。
在业绩取得丰收的同时，华虹
半导体还在继续扩大产能。目前，
华虹半导体在浦东金桥和张江建
有 3 座 200mm 晶圆厂（华虹一厂、

二厂及三厂），月产能约 17.4 万片；
同时在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内在建一条月产能 4 万片的
300mm 集成电路生产线。
据悉，华虹半导体眼下正全速
推进其无锡工厂的建设，预计将在
今年第二季度末完成厂房和洁净
室的建设，在下半年开始搬入设
备，并在第四季度开始 300mm 晶
圆的量产。
“300mm 晶圆量产研发
活动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开始，我
们的技术开发和市场营销人员已
经为客户、技术和产品制定了初步
量产计划。随着无锡工厂的投产，
我们产能受限的情况必将得到极
大缓解。”王煜表示。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日前，SAP 发布了“中国加速计
划”，计划在未来 5 年，持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推动在华
业务发展，提升向客户交付商业价值。这标志着 SAP 对中国
市场长期承诺的进一步深化。
SAP 还公布了大中华区去年的业绩：2018 年公司业绩创
历史新高，延续了保持多年的稳健增长态势。SAP 全球执行
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纪秉盟表示：
“5 年前，大中华区成为
SAP 全球的一个独立大区，我们成功打造了一个快速增长、持
续发展的业务基础。今天，我们开启了在中国市场新的‘5 年
计划’，这将推动我们的业务迈上新的台阶，并助力中国的可
持续发展。”
据悉，SAP 将加深投入中国市场，提升“在中国，为中国”
的创新实力。SAP“中国加速计划”主要涵盖以下部分：打造
新型生态系统、深耕中小企业市场、提升品牌影响力及加大
人才和设施投入。
资料显示，SAP 成立于 1972 年，总部位于德国沃尔多夫
市，是全球最大的企业管理和协同化电子商务解决方案供应
商、全球第三大独立软件供应商。2006 年 3 月，SAP 中国研究
院作为上海浦东软件园祖冲之园首家企业入驻园区，致力于
持续打造面向不同行业、适合各类企业规模的全系列产品及
解决方案，帮助客户简化技术架构、业务流程及决策，进行数
字化转型，
构建全新业务模式。

天境生物和康达医药
签署合作备忘录
将在香港建立转化医学实验室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近日，天境生物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宣布与香港康达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
达成的内容包括：共同开发用于治疗肿瘤和免疫炎症疾病领
域的精氨酸耗竭的新型治疗项目，以及该代谢途径相关的生
物标志物研究。同时双方还将致力于其他针对肿瘤微环境
下创新治疗靶点的转化医学研究。
基于本次合作，天境生物将在中国香港建立转化医学实
验室，对康达医药管线中的主要产品 BCT-100 及天境生物
自主创新产品管线中的重要产品开展生物标志物研究。从
长期规划来看，天境生物会全力整合香港科研人才、临床等
资源，借势香港鼓励生命科学发展等优质政策，将实验室发
展成为功能全面的研发中心。
天境生物首席财务官朱杰伦表示：
“ 天境期望通过与康
达医药开展深度合作，以筹建符合国际标准的转化医学实验
室为契机，
积极参与到临床开发体系中去。”
资料显示，成立于张江科学城的天境生物，是一家立足
于中国的全球性创新生物药研发企业，致力于为患者提供具
有全球首创及同类最优潜力的创新生物药。2018 年 7 月，公
司完成 2.2 亿美元 C 轮融资，成为目前中国创新药领域 C 轮
最大的融资之一。目前天境生物已在中国和美国等地启动
多个临床研发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