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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厂房“变身”为创新创业者向往地
张江国创中心“城市功能”提供全天候创享空间

政企联动
共创金桥优质服务氛围

“奋进新时代 科创先行者”
推进“四高”战略 助力产业发展

浦东新区2019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活动

王晖，盛美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

执行官，日本大阪大学半导体设备及工艺博士，曾

先后获得多项国内外专利。

2007年，王晖事业的主战场由硅谷正式转移

到浦东张江。当时国内的半导体产业链尚属萌芽

状态，为了能与国内接轨，王晖做了一个“以退为

进”的决定：暂时搁置手中最先进的技术，将盛美

的技术方向定位于“单片清洗设备”，也就是给芯

片上只有纳米级宽的导线“洗澡”。

在他的带领下，盛美半导体开发了两项技术，

成功解决了芯片清洗的难题，使我国将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高端12英寸半导体清洗设备首次销往

海外市场，同时盛美也成为国内最大的单片清洗

设备供应商。

在王晖看来，面对全球化竞争，科创中心的可

持续发展建设离不开“独家首创”的核心竞争力，

盛美半导体如今已拥有完善的自主产权和相关专

利，其中超过200项已获得授权。

在浦东这片热土的培育下，王晖带领盛美半

导体在张江埋头研发，凭借着一股对技术的极致

执着，勇往直前。经过 8年的不懈努力，他们最终

实现兆声波气泡内爆破坏理论的突破，研制出了

颠覆性的TEBO无损伤单片清洗技术。该技术最

近在 Sematech（半导体制造技术协会）的 Finfet 结
构上，取得了无损伤清洗的验证。目前，盛美正与

多家客户洽谈，该技术在未来市场化道路上的前

途也一片光明。

2017年，盛美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打破了15
年来国际上没有设备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沉

寂，也代表中国半导体设备企业登上美国资本市

场的尖峰。而在此之前，清洗设备市场主要被美

国、日本、奥地利的公司控制，盛美成功崛起并进

入了被欧美国家垄断的国际细分市场。

盛美半导体是中国市场地位不断崛起的缩

影，不久的将来，一半以上的集成电路市场都将集

中在中国。而国家近年来对于半导体产业的大力

推动，也让中国的半导体企业看到了机会。类似

王晖这样的科技人才，是引领半导体设备行业革

新发展的骄傲，也是中国科技不断崛起并进军世

界的骄傲。

余圣晖，现任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飞行物理

部、飞行仿真与应用室主任，最擅长的是 C919 飞

机控制律设计。虽然他今年才 35 岁，但在 C919
大飞机的研制过程中已挥洒了 11 年的汗水，荣

获中国商飞公司 C919 大型客机首飞个人二等

功。

飞行控制律研制是实现飞机电传操纵的关

键，也是发达国家严格限制出口与转让的关键技

术。该项技术与飞行安全直接相关，如果设计不

当，会导致机毁人亡的惨痛后果。该技术涉及飞

行力学、空气动力学、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结构

动力学、安全性和适航等领域，设计与验证的难度

非常大。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商飞公司在电传控制律

研制方面经验少、底子薄，在设计之初，只能摸着

石头过河。2012年 6月，C919大型客机控制律攻

关队正式成立，余圣晖是攻关队的核心骨干和攻

关组长。

经过十多年的耕耘，余圣晖带领团队填补了

我国民机电传飞行控制律研制的多项空白，打破

了国外的技术封锁。C919首架机首飞前，他带领

团队与首飞机组紧密协作，连续开展了多轮工程

模拟器首飞模拟训练，制定了各种风险预案，极大

地提振了首飞机组的信心，为C919首飞提供了有

力保障。

2017年11月，C919飞机首架控制律试飞。白

天，余圣晖带领团队监控试飞保障安全，紧盯数

据，做好记录；晚上，他们熬夜分析数据。有时飞

机一天要飞行两个架次，团队分析完数据已经到

凌晨两点多，匆匆忙忙洗漱休息几个小时后，又要

继续开始监控……

2018年底是团队最繁忙的时候，三架机三线

作战，余圣晖调兵谴将，鼓舞士气，组织控制律团

队人员三地试飞保障，先后保障了101架机扩包试

飞、102架机正常模式试飞和 103架机首飞等项目

重大节点，极大地推进了项目。

大飞机的设计师们，披荆斩棘，砥砺前行，他

们像一簇簇火焰照亮我国民机事业前行，而余圣

晖，正是其中一位。

半导体设备行业的骄傲 引领中国科技进军世界 推动大飞机关键技术自主可控 引航蓝天梦

本报讯（记者 王延）张江专项发展资金政策有了哪些

变化？金融机构可以在哪些方面给予企业足够支持？浦东

新区目前正在鼓励哪些主导产业发展？5月 13日，金桥招

商育商行动系列活动之政企篇活动在金桥开发区举行，100
多位企业负责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活动期间，金桥管委会、浦东金融局、浦发银行、上海农

商行和宁波银行等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就2019年张江专项

发展资金政策、金融政策为与会企业负责人作了最新的解

读，并指导企业申报。参加培训的企业不仅包括了金桥开发

区北区和南区的企业，还包括了南汇工业园区，以及川沙镇

工业园区、祝桥空港工业园区、老港工业园区等园区企业。

据悉，金桥招商育商行动系列活动由上海金桥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主办，金桥产业招商联盟、金桥众创招商联盟、

上海国云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协办，咪咕视讯、中财视讯

给予特别支持。借助金桥招商育商系列活动的不断开展，

金桥管委会持续与企业互动，服务企业，为企业与企业、产

业与产业的互联互通构建桥梁，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和

企业代表们的认可。

金桥管委会产业处处长沈乃恩表示，金桥招商育商行

动是金桥管委会针对企业推出的系列活动，分为政企篇、企

企篇、园企篇三项内容，目标是要给园区企业送去政策的同

时，进一步助力企业在金桥成长和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国际生物及环境样本库协会

（ISBER）2019年会暨20周年庆典”日前在浦东举办。2019
年适逢国际生物及环境样本库协会成立20周年庆，选择在

中国举行2019年会，标志着中国生物样本库在国际领域扮

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本届年会由国际生物及环境样本库协会、中国医药生

物技术协会组织生物样本库分会）、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BBCMBA秘书处）、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深圳

国家基因库共同承办。

主办方表示，本届共有近300名国内外行业专家参会，

国内外参展商达46家。大会分别从下一代生物样本库、低

温生物学技术、生物样本科学研究、中国生物样本库、生物

样本活库等方面开展了报告交流与讨论。

本届大会在浦东召开，也让全球参会代表看到了浦东

快速发展的成果，所有参会代表对浦东的环境与服务水平

赞不绝口。会议期间，部分代表还参观了上海张江生物银

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生物样本库等

代表性生物样本库，代表们对浦东这片热土上的科技创新

表示赞叹，并认为浦东未来将更加融入并逐渐领导全球生

物医药创新的潮流。

国际生物及环境样本库协会于1999年成立，是解决与

生物和环境样本库相关的技术、法律、伦理和管理问题的

大型国际组织，也是国际最有影响力的生物样本库协会组

织之一。

ISBER 2019年会
在浦东举行

本报讯（记者 欧莉）截至 4 月

30 日，在两岸四地上市的 68 家中国

港航船企的2018年报全部出炉，去年

68家企业总营业收入同比明显上升，

净利润同比略有下滑。

日前，上海航运交易所如期发布

《2018年度中国港航船企创富榜》（《创

富榜》）。今年是《创富榜》发布的第八

年。《创富榜》显示，2018年 68家上市

公司的收入总额达到 9171.6亿元，相

较同口径企业 2017年创造的 7977.91
亿元，同比增长14.96%；净利润总额为

468.66亿元，同口径同比下降9.05%。

航运方面，从《创富榜》可以看

到，2018年，航运业呈现总体复苏迹

象。其中散运企业净利润获得成倍

增长；油运企业成功扭亏为盈；集运

企业营业收入见涨。

在《创富榜》收入榜单前十的上

市公司中，航运企业占据5席。其中，

中远海控继续卫冕；中国外运排名第

3位；东方海外国际排名第 4位；长荣

海运排名第 7 位；阳明海运入列第 8
位。从《创富榜》收入榜单来看，航运

企业排名较为稳定。但值得关注的

是，航运企业营业收入见涨，但净利

润总体下滑，原因在于船用燃油及船

舶租金等成本的增幅大于营业收入

的增幅。《创富榜》净利润前十的航运

企业共实现净利润 103.78亿元，相较

2017 年净利润排名前十的航运企业

创造的135.92亿元，减少32.14亿元。

港口方面，《创富榜》显示，2018
年，港口企业继续保持收入与净利润

增长态势，相较 2017年，受全球经济

复苏和外贸提振影响，增长趋为平缓。

在《创富榜》收入榜单前十的港

口企业中，仅上港集团入围，总收入

位列第6位。尽管在《创富榜》收入榜

单中前十的港口企业仅有1家港口入

榜，但在净利润榜单中，港口企业的

整体竞争优势继续显现。在净利润

榜单前十的港口企业中，港口企业占

据半壁江山，且排名靠前。值得一提

的是，在净利润榜单中，上港集团以

102.76亿元的净利润位居榜首，为唯

一一家净利润超过百亿元的企业。

造船方面，《创富榜》显示，2018年，

中国造船业稍显好转，中船集团与中船

重工继续探索内部专业性整合，在推进

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军工证券化方面有

所进展。整体而言，中国港航船企经历

了2017年的谷底开始走上上升通道。

在《创富榜》收入榜单排名前十的

企业中有 4家船舶海工企业。其中，

中集集团以934.98亿元的总收入排名

蝉居第 2位；中国重工以 444.84亿元

的总收入排名继续保持第 5位；中国

动力以 296.62亿元继续列第 9位；中

海油服以 219.46亿元列第 10位。《创

富榜》还指出，受益于持续低迷后产业

集中度的提升，以及部分企业的“债转

股”政策，船舶企业整体业绩继续回

升。

■本报记者 杨珍莹

你理想的办公环境是什么样

的？有可小憩的花园、有健身的篮球

场、有可以看书的安静空间……如今

这些在张江国创中心都已实现。

记者昨日从张江文控了解到，作

为全国最大的单体众创空间——张

江国创中心，除办公功能外，白领公

寓、屋顶休闲花园、城市书房、公共商

业餐饮等配套已基本到位，为创新人

才提供全天候的创享空间。

但在 5年前，这里只是一座生产

液晶显示器的工业厂房。“张江科学城

规划的推进，让我们改变了思路，以往

都是按照园区开发的模式去进行，从

国创中心这个项目起我们增加了城市

功能，希望用一个项目带动一个区域

发展，这也更符合当前企业对办公环

境的需求。”张江文控董事长韩露说。

据悉，张江文控对建筑面积近10
万平方米的老厂房更新的第一步是内

部空间的转换，用透光玻璃代替原先

的屋顶，使得整个建筑内部更通透，并

拆除室内281根加密立柱和部分楼层，

进行结构加固，在建筑内部增加供创

新企业交流沟通的公共区域等。

更新改造后的国创中心不同于

常规写字楼：整座建筑不设封闭式大

门，可以直通中庭的共享空间；每层

楼的设置错落有致，楼层间由中庭的

彩色楼梯链接；屋顶设有休闲花园、

一楼空地设有篮球场等。

在办公环境“新颖”的同时，这里

还兼具了科创服务功能，同时容纳张

江跨境科创监管服务中心、张江科学

城展示厅、张江科学城书房等。

项目改造完成后，一年内就已吸

引了美国的霍尼韦尔、喜施倍生物科

技，德国的相干科技、铂浪高设计，日

本的日立高新，以及中国合力泰科技、

海栎创微电子、高仙机器人、只二网

络、征途网络等客户入驻。

去年，上海欢乐互娱网络科技公

司搬入了国创中心，租用了3000多平

方米的办公场所，该公司出品游戏有

《街机三国》《龙之谷》《街机三国》《英

雄神殿》《美食大战老鼠》等，几乎个个

都是“爆款”。欢乐互娱联席CEO李

薇说：“我们来了就不想走，这里有着

极浓的创业氛围，可以感受到园区运

营方想与我们一起成长的决心。”

今年10月，来自美国硅谷的创业

加速器 Plug and Play 中国长三角区

域总部将在国创中心投入运营，该加

速器总部建筑面积超过 1.3 万平方

米，还将定期展示全球“黑科技”。

围绕实现“开放式创新程度最

高，运用型创新要素最集聚，改革试

验举措最丰富，主导产业成果转化率

最高，科技金融活力最显著，创新创

业者最向往”的发展目标，国创中心

正全力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成果重要策源地。根据最

新规划，国创中心以“互联网+”为主

导，聚焦“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文化

创意”三大领域，集聚贸易、咨询、金

融、物流等2.5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形

成一体三翼和多点配套的产业格局。

作为张江科学城“五个一批”重

点建设项目之一，国创中心正成为世

界创新坐标。

《2018年度中国港航船企创富榜》发布

港航复苏明显 造船业绩向好

由老厂房改造的张江国创中心。 □张江文控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