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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公布
2018年十大侵权典型案例

去年受理消费者
投诉举报76.45万件

本报讯（记者 吴燕）昨天上

午，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闭幕会开始

前，央视直播了一段“美丽中国”特

别报道，从全国选取了 5 个大型设

施现场进行鸟瞰直播，位于临港滴

水湖畔的上海天文馆展现了建设的

最新进展。

2016 年 11 月 8 日开工建设的

上海天文馆，是上海“十三五”期间

重大市政文化公益项目和重要科普

基础设施，也是服务上海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的重要举措。它位于临港

大道与环湖北三路口，总用地面积

5860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8164平

方米，包括一幢主体建筑，以及一米

望远镜、太阳塔、青少年探索营等附

属建筑，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筑面

积最大的天文馆。

上海天文馆建筑设计体现了

“天体”及“轨道运动”的概念。在施

工现场，可以看到建筑体以弧线始

发，一系列螺旋带状物围绕着整个

建筑，圆洞天窗、倒转穹顶和球体作

为建筑内的 3个“天体”，相互之间

处于动态轨道关系之中，使得建筑

通过太阳光影的变幻成为一台可以

展示时间的天文仪器。主建筑外的

景观区域还设计了4条螺旋形的步

道，向外自然延伸出去，象征着星系

的旋臂，并与外围的“星空之境”公

园自然融合。

记者从上海科技馆了解到，经

过两年多的施工建设，上海天文馆

已完成了主建筑及附属建筑的结构

验收、钢结构大悬挑卸载等重要关

键节点，正在全面推进外幕墙工程

和内部精装修工程，预期下半年建

安工程竣工，2020年底展示工程基

本完成，2021年择期开馆。

本报讯（解放日报记者 张骏）

科创中心建设在我国现代化经济体

系和高质量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意

义。而科创中心建设，离不开人才、

资本、信息、技术、研发设备与材料等

创新要素的跨境流动，离不开优良的

进出口营商环境。在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海关关长高融昆看来，现有科创

中心因为不是固定在一个特定封闭

区域内，在进出口相关优惠便利政策

方面，与自由贸易区、综合保税区等

特殊区域有着明显不同，存在影响科

创中心建设的诸多因素。

“现行国家进口税收优惠政策存

在闲置现象，没有用足用好。比如，

科技创新政策准入门槛较高，将大批

成长期和中小规模的科创企业拒之

门外，导致政策受惠面大大低于预

期。以上海为例，上海现有外资研发

中心378家，企业技术中心505家，而

实际上享受免税的单位只有41家和

65家，占比仅10-12%，经认定具备享

惠资格的国家技术中心，仅有15%实

际开展进口设备免税业务。一些处

于成长期且资金实力有限的中小规

模科创企业虽有强烈的税收优惠需

求，却无法满足政策确定的资格要

求。另一方面，政策受惠主体资格审

批管理部门多、审批周期长。

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产业发展

日新月异，关税税则及税率设置明

显不适应。”高融昆以研发用物料为

例，如生物医药研发用的人源样品、

试剂盒、激素类、生物碱类和抗生素

类、糖苷类、化学纯糖以及其他含药

性成分的化合物种类繁多，还有尚

未投放市场的医学诊断类及临床测

试类货物，在税则目录中无专门的

税则号。“在我国税则中没有将科创

研发进口类生物医药特殊物品与一

般贸易进口生物医药产品加以区

分，税则中所列监管条件相同，影响

生物医药研发企业研发用物品的进

口通关。” （下转2版）

科创中心建设，离不开人才、资本、信息、
技术、研发设备与材料等创新要素的跨境流
动，离不开优良的进出口营商环境

本报讯（解放日报记者 王海燕）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

学院副院长张兆安表示，上海科教资源丰富，企业研发能力强，同

产业联系紧密，为创新驱动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特别是2014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要求上海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为了更好推动科创中心建设，上海先后

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

见》，相继推出人才政策“升级版”。

张兆安认为，科技离不开金融，上海非常注重科技创新中心

和国际金融中心的联动发展。这次在上海设立科创板试点注册

制，对上海来说是重大利好，更是重大机遇，畅通了科技与金融的

联动通道，推动科创企业和资本市场更加有效对接，助力上海国

际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建设。

他认为，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举措要落实好，需要选

好企业、构建好制度、保护好投资者。把握好上市的节奏和速

度。一方面要体现新政策的倾斜力度；另一方面要与现有的板块

联动，互相促进，协同增效。在注册制的实施上，要形成一套适合

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不能简单照搬国际经验。

本报讯（解放日报记者 张骏 吴頔）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

议 3月 13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出席会议的在沪全国政协

委员圆满完成会议各项议程，于当天下午乘东航班机返回上海。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深化

市场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推动长三角更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加快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完善科创板制度

规则、继续办好进博会以及稳就业、支持民企发展、解决“老小旧

远”难题等话题在会场上引起热议。委员们表示，经过十多天讨

论，大家充分发表了意见、交流了思想、增进了共识。

“经过充分讨论和交流，大家对未来发展的信心更足了。”委

员们表示，信心源于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以及大家战胜各种困

难挑战的坚定意志和能力。常兆华委员说，减税降费是重大利好

消息，同时政府也要注重提升民营企业的综合盈利能力。马进委

员表示，脱贫攻坚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要充分发挥教育在扶贫攻

坚中的作用，从根本上巩固脱贫效果。吴凡委员也提到，要在先

天性心脏病高发的贫困地区设立先心病筛查救治体系，减轻贫困

人群非医疗性支出。

很多委员表示，会后将持续跟踪社会各界关心的相关议题。

龚新高委员说，高校科技工作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将持续关注基

础领域人才培养和环境营造问题。郭长刚委员说，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离不开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建设，会努力在此方面议政建

言。钱锋委员希望全国政协能完善工作机制，在平时多开展界别

内或跨界别、跨区域间调研和研讨，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政策依

据和对策建议。

委员们一致表示，回到上海后，将努力把两会精神落实到各

项工作中去，立足本职工作，深化委员履职，为推动上海经济社会

发展再上新台阶贡献力量，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据不完全统计，会议期间，有 91名在沪全国政协委员提交提

案274件，15名委员提交大会发言29篇。其中，高小玫、徐晓鸿等

2名委员作了大会口头发言。姚明、吕红兵等2名委员走上委员通

道，回答记者提问。

本报讯 （记者 王延）第十六

届上海国际信息化博览会（以下简

称“信博会”）新闻通气会昨日在浦

东召开。记者了解到，经过此前十

五届的发展，信博会已经成长为全

球规模第三大、亚洲规模最大的电

子信息化展会。今年的展会将分

别于 3 月 19 日至 21 日在国家会展

中心（上海），3月 20日至 22日在上

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据介绍，本届信博会将以“电子

信息引领产业革命”为主题，由上海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和浦东新区

人民政府主办，国际半导体产业协

会（SEMI）及中国电子商会（CE⁃
CC）、慕尼黑博览集团（MMG）、中

国印制电路行业协会（CPCA）共同

承办。

本届信博会将分阶段在上海

“一东一西”（新国际博览中心、国

家会展中心）两大会展中心举

行。“今年的展会将由六大专业展

和近百场论坛研讨会组成，参展

商超过 4500 家，展出面积 28.9 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 7%，预计将有

30 万专业观众到场参观。”上海市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外经处副处

长张莉表示，展会将为各方搭建

起沟通交流的平台，共享信息产

业发展的成果。

其中，“中国国际半导体设备

与 材 料 展 暨 研 讨 会（SEMICON
China 2019）”和“中国国际平板显

示器件、设备材料及配套件展

（FPD China 2019）”两个展览将于

3 月 20 日至 22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

览中心举行，共汇聚 1000 多家展

商，8万多平方米展览面积，展会观

众预计超过 10万人。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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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沪全国政协委员昨返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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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兆安：科技离不开金融

把握好科创板上市节奏和速度

在建中的上海天文馆惊艳亮相
空中鸟瞰上海天文馆。 □受访者 供图

亚洲规模最大的电子信息化博览会本月开幕

推动上海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