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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装配 集卡运输 智慧园区

浦东
“AI+5G”
先行融合并率先落地
本报讯 （记者 王延）第二届
“绽放杯”
5G 应用征集大赛上海分赛暨上海 5G 应用
创新大赛日前落幕。本次比赛共评选出一
等奖 3 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10 名。其
中，获得一等奖的三个应用场景均和人工
智能（AI）紧密结合，且都落在浦东，展现
出浦东在
“5G+AI”融合上的先行先试。
大赛一等奖获奖作品分别是来自上海
飞机制造有限公司选送的《5G 赋能民用飞
机制造综合解决方案》、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上海有限公司选送的《面向 5G-V2X 演进
的智能重卡车路协同体系建设和示范应
用》和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选送的《5G+智慧园区创新应用》。

飞机装配效率、装配质
量得到提升
在三个获奖项目中，上海飞机制造有
限公司选送的《5G 赋能民用飞机制造综合
解决方案》是 5G+智能制造的典范，可以
将机器视觉、实时协同交互等 AR 技术和

传统的飞机内部装配场景相结合，不仅提
高了装配效率、提升了装配质量，
也大大降
低了人工装配的错误率。
“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这个‘5G+工
业互联网’的园区，在 22 个生产环节都使
用了 5G，很多项目都可以达到很好的效
果。”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 2019 世界
人工智能大会上对这一“5G+AI”的应用赞
不绝口。
邬 贺 铨 举 例 称 ，使 用 5G + 8K + AI 技
术，可以实现机翼复合材料铺设质量的实
时检测。原来铺设十分钟，就要停下来检
测五十分钟，现在有了 5G 和 AI 的技术，可
以实时回传高清视频，由后台连接人工智
能进行分析是否合格。同样的，飞机蒙皮
上有很多铆钉，原来五个工人一天也检测
不完一架飞机，现在使用 5G+8K+AI，效率
可以大幅提升。
飞机装配过程也能受益。过去，一个
很有经验的装配工人，需要对着图纸很小
心地连接电缆，旁边还要有另一个工人盯
着复查。现在装配工人只需配上 5G+VR
头盔，就能够实现分段装配电缆，精准连

接，并且通过多个摄像头可以精准合成一
个三维的视频，
精确地监测装配过程。

助力东海大桥突破运
能瓶颈
9 月 5 日，国务院国资委与上海市政府
在沪签署深化合作共同推进落实国家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一批中央企业在沪重大项
目集中签约。由上港集团、上汽集团携手
中国移动上海公司打造的“洋山港智能重
卡示范运营线”参与本次签约，
并落地临港
新片区。
三方联合打造的“洋山港智能重卡示
范运营线”，即《面向 5G-V2X 演进的智能
重卡车路协同体系建设和示范应用》，此前
在 2019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发，是中央
企业与上海地方企业的一次强强联合。
洋山港智能重卡示范运营线路全长
40.75 公里，其中开放道路 37 公里，涵盖港
区内部道路、城市道路和高速公路多个场
景。以深水港物流园区重箱堆场为起始

点，通过海关闸口，经东海大桥，到洋山港
区，
实现循环运行的业务闭环。
其中，上港集团负责业务场景搭建及
港口运营系统研发，包括港口装备智能化
改造、车路协同环境构建和 iTOPS（集装箱
码头智能操作系统）系统升级等工作；
上汽
集团负责智能重卡研发和车队管理系统开
发；中国移动上海公司负责多场景 V2X
（车辆与环境互联）和 5G 通信环境建设。
项目组相关负责人此前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
东海大桥的通行能力今后将会越来越
成为港口运行的瓶颈，
而通过开发智能驾驶
重卡以及基于V2X的队列行驶技术，
能够在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大大缩小汽车行驶间距，
明显提高东海大桥通行能力。据初步测算，
可以将东海大桥的通行能力提升一倍。

让园区智慧起来，更好
地服务企业
如果你以为路灯只能用来照明，那就
大错特错。被 5G 赋能后，园区内的普通路

灯从此深藏不露：
它能做安防监控，
还能检
测空气质量；它提供无线 WiFi，也是交通
指示灯；
它可以一键报警，
还能给电动汽车
充电。
通过将 5G 设备大量布置在智慧路灯
杆上，一方面满足 5G 设备大量布局的需
求，
也使路灯作为智慧园区的数据入口，
成
为 5G 这个物联网的传输通道上的完美载
体。
由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提交《5G+智慧园区创新应用》，展示了未
来的智慧园区。
据介绍，路灯只是智慧园区的一个表
现，5G 赋能之下，将改变园区的方方面面，
让智慧安防、智慧停车、智慧消防、能源管
理、AR/VR 园区服务、无人机园区服务和
机器人服务皆成为可能。
“这个项目来自金桥自身的需求，
多年
以来我们园区沉淀了很多企业和新技术，
期望把原来企业的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
5G 和 AI 给大家提供了实验的能力。”该项
目负责人表示。他希望能用这一应用更好
地服务园区企业，
成为创新的重要集结点。

出口原产地证书自动审单首月成效显著

审单时长由 2 小时缩短为 3 分钟

上港集团与振华重工联合打造的全球单体最大的自动化码头——洋山四期码头。

□本报记者 王延 摄

洋山四期新增自动化码头设备
本报讯 （记者 王延）近日，洋山四
期自动化码头新增设备采购签约仪式在
上港集团举行。新增设备采购合同的签
订，将进一步升级洋山四期码头各项设
备的自动化性能。
洋山四期是上港集团与振华重工联
合打造的全球单体最大的自动化码头，
设计年吞吐量 630 万 TEU（标箱），总面
积 223 万平方米，码头岸线 2350 米，拥有
7 个集装箱深水泊位和 61 个自动化箱

区。该码头 2014 年 12 月开工建设，2017
年 12 月开港试生产。
资料显示，本次签订的洋山四期第
四批设备采购项目，包含振华重工的双
小车自动化岸桥、自动化轨道吊及自动
引 导 车 AGV 等 ，这 些 自 动 化 装 卸 设 备
是洋山四期码头实现自动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其中，双小车自动化岸桥的主小车
可以通过远程操作系统对集装箱船舶作

业，门架小车则可以自动对自动引导车
作业；自动化轨道吊可全自动控制无悬
臂、单侧悬臂、双悬臂轨道吊的组合应
用；自动引导车 AGV 采用磁钉自动引导
方式，可全自动更换电池系统，确保 24 小
时连续作业。
振华重工方面表示，集团将全力以
赴保障项目顺利推进，以先进的技术与
稳扎稳打的质量为洋山码头建设保驾
护航。

临港新片区启用全新船舶交通管理系统
发挥“大脑”作用 维护新片区水上交通安全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 通讯员 沈
高瀚）昨日，运行长达 15 年的洋山船舶交
通管理系统（VTS）经过全新的升级改造
后，从小洋山海事大楼搬迁至上海临港
地区。上海海事局在 VTS 新址举行揭牌
启用仪式。
洋山 VTS 自运行以来，为洋山港和
临港地区的建设发展提供了 15 年无休、
24 小时不间断的水上交通安全保障和信
息、搜救等服务。随着上海临港地区（上
海南港）沿岸码头和洋山港的持续发展，
原有系统容量有限、渐趋老化，老的船舶
交通管理系统已不能满足海事监管服务
的需要。
据洋山港海事局副局长郭锦春介
绍，此次全面升级改造，应用了世界上最

新的技术，融合最新的固态雷达、高频、
AIS、CCTV、气象水文等监控系统，大大
扩展了信息源，在航运数据融合与共享
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实现了上海 VTS
的联网，并接入了部分江苏、浙江海事
VTS 雷达站数据，打破了信息瓶颈，扩大
了监控区，增强了监管能力和服务范围，
进一步提升了船舶监管、服务和应急保
障能力。
洋山 VTS 一直走在便利化服务的前
端，通过各种举措提高通航效率、优化营
商环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
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党组成员、专职副
主任武伟表示，此次洋山 VTS 中心升级
改造并入驻临港后，将进一步有效提升
临港新片区的海事服务与监管能力。特

别是随着新的《上海洋山深水港区及其
附近水域通航安全管理规定》的实施，洋
山 VTS 中心可以更有效的发挥“大脑”的
作用，共同维护好临港新片区的水上交
通安全。
记者了解到，在临港新片区的核心
地带，启用全新的船舶交通管理系统，
是上海海事局继船舶登记便利化、放开
船舶法定检验之后的又一新举措。
“在
第二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之际，我们将
加强上海南港和洋山港水上安全监管、
保障外贸物资安全进港。”上海海事局
局长肖跃华表示，
“ 上海海事部门将以
新中心的投入使用为契机，为自贸区临
港新片区建设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
展作出新贡献。”

本报讯 （记者 王延 通讯员 姜义忠
顾可隽 何海军）上海海关自今年 8 月 1 日
起正式启动上海地区所有一般原产地证书
自动审单，运行首月效果显著。截至 8 月
底，上海关区自动审核一般原产地证书近
万份，平均审核时长约 3 分钟，在原来平均
审核 2 小时的基础上大大缩短了时间。
据了解，原产地证书是享受关税减免
和其他优惠待遇的重要凭证，在国际贸易
中享有
“纸黄金”的美誉。推行出口原产地
证书自动审单，改变了过去人工逐单审核
的局面，
运用信息化技术，
建立分类管理为
基础的原产地证书自动审核体系，提高证
书审核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这也是继上海海关今年 4 月推行原产
地证书自助打印后的又一改革举措。
据上海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上海海
关于今年 7 月 15 日开始试点出口原产地证
书自动审单功能，在浦东地区原产地审理
企业中选取了 14 家试点企业，将试点企业
发送的一般原产地证书由系统实现 24 小
时自动审核。系统日均自动审核的原产地
证书超过 100 份，平均审单时长约 3 分钟，

在原来平均审核 2 小时的基础上大大缩短
了时间，迈出了出口原产地证书自动审单
的第一步。
经过充分论证，上海海关由 8 月 1 日起
将试点成果进一步推广，正式启动上海地
区所有一般原产地证书自动审单。目前，
上海地区约 20%的原产地证书均能由系统
7× 24 小时自动审核。
以前为了审单来回奔波的斯伦贝谢油
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深有感触，该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称，公司在实行自动审核
当月总申请量为 93 份，其中共申请一般原
产地证书 83 份，实现自动审单的证书比例
高达 89%，
大大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上海海关表示，下一步将加强后续监
管，
密切关注系统运行情况，
定期对自动审
单情况开展抽查，监控审单规则和企业申
报质量，考察自动审单规则的准确率和适
用性，逐步完善自动审单规则。同时将扩
大自动审核原产地证书的种类，继续推广
自助打印系统，打通海关原产地业务电子
化办理的“最后一公里”，支持企业扩大出
口，
全力优化营商环境。

劳动竞赛翻出新花样

金桥探索智能制造人才培养新方法
本报讯 （记者 王延 通讯员 金轩）近
日，由浦东新区总工会、自贸区金桥管理
局、金桥管委会共同组织开展的“金桥杯”
虚拟现实（VR）数控加工中心技术教学及
应用大赛在上海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举
行。本次比赛系上海市加快科创中心建设
主题立功竞赛浦东十大品牌项目之一。
区别于以往驾驶叉车、亲手维修、操作
机床等竞赛方式，今年的参赛选手在进入
赛场后均齐齐坐在电脑前，或全身心操作
软件，或戴上 VR 设备进行虚拟操作，一决
高下。
原来，金桥劳动竞赛组委会在比武形
式和内容上做出了大胆的尝试，认真盘点
了过去 9 年线下开展的数控加工机床、维

修电工、CAD、叉车等项目，从中挑选出能
够直接体现国家工业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
的数控机床作为主要比赛项目。
操作方式也由线下改为线上，依托智
能设备阶梯式提升产业工人对世界高端机
床的认知、操作，
为产业工人提升技能水平
和开阔专业视野提供机会，探索智能制造
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和新方法。
金桥开发区总工会办公室主任庞宏菊
表示，线上操作可以有效缓解学员在操作
真实数控机床中因害怕失误而导致的畏难
情绪，系统也可以实时验证学员的各类设
计动作，
快速提示操作失误和技术误差等，
符合现代产业工人的感知习惯，有助于提
高学习效率与掌握技术的主观能动性。

同润生物创新研发中心
落地张江
“药谷”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日前，同润生
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创新研发中心宣告
落地张江
“药谷”
。
据悉，同润生物应用独特生物技术及
多种协同组合联合疗法，研发针对恶性肿
瘤的下一代创新疗法，现已布局并构建丰
富且极具竞争力的产品管线，拥有数个具
有创新性的新一代肿瘤免疫治疗分子。
同润生物总裁暨首席运营官陈志宏表
示，在张江“药谷”这一世界级的生物医药

创新集聚地建立研发中心，同润生物将注
重针对疾病病因的生物医药机理研究及转
化医学研究创新，希望能有效地推动临床
试验的快速发展，开发可望取代现有肿瘤
免疫疗法的创新产品，解决癌症领域未满
足的临床需求。
据悉，同润生物目前正积极与国际上
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合作，
引进全球领先、
独特的临床后期项目以进一步完善该公司
的产品管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