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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珍莹

昨日，淘宝全球购上海外高桥跨

境保税仓宣告正式开仓。该“上海仓”

由外高桥国际贸易营运中心有限公司

（下称营运中心）与淘宝全球购合作推

出，将为全球中小品牌跨境电商提供

“硬支撑”，成为盘活国内国际两大市

场的新引擎。

作为淘宝全球购国内首批跨境仓

之一，“上海仓”日订单处理能力在

5000单以上。未来，外高桥将进一步

促进跨境电商多元化发展，着力提升

跨境业务中心仓功能，构建“全球购，

外高桥供货”模式。

当天下单 当天收货

昨日中午，记者在“上海仓”内看

到，工作人员正在扫描包裹上的订单

号，电脑屏上同步显示的上海跨境公

服平台正在比对该笔跨境订单各类

信息，系统发出“通关放行”指令后，

仓库另一边的工作人即开始打包出区

发货。

仓库相关负责人蔡俊介绍：“现

在正在处理的订单，有些是国内消费

者上午下单的，我们这里收到订单信

息后，最快 3 小时内我们就可出仓发

货，江浙沪买家最快估计当天就能收

到货物。”

“上海仓”位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

日樱北路255号，是保税区唯一一个拥

有 ISO27001信息安全体系认证的跨境

保税仓。该仓距洋山深水港60分钟车

程，浦东机场30分钟车程，外高桥港15
分钟车程。

与一般的保税仓库有何不同？营

运中心副总经理吴鹏说，“上海仓”作

为淘宝指定的跨境仓，可为千万跨境

商家和企业提供从海外运输、进境申

报、货物储存、一件代发、快递配送、分

销运营等全供应链服务。

“我们的系统都是和淘宝对接的，

因为从货物流到信息流形成了闭环，

在购买时，消费者也不需再输入身份

证，确保了信息的安全。”吴鹏说，“目

前仓库合作的全球购卖家有上百个品

牌，这意味着这些通过指定跨境仓的

进口商品在监管方式上是规范的，对

消费者来说更有保障。”

“全球购，外高桥供货”

贸易线上化已成为当下新经济形

势下的趋势，越来越多企业选择开启

跨境电商的外贸新征途。根据上海市

跨境电商公服平台数据统计，今年1-6
月，保税区域（未包含原洋山保税港

区）跨境电商订单申报总量超过630万

单，同比增长 37.75%，占全市比重从原

来的40%提高到42.75%；交易总额超过

19.6亿元，同比增长 58.15%，占全市比

重50.73%。

在火爆“生意”的背后，对于那些

虽然在国外有着良好的口碑与销量，

但在国内缺乏知名度的中小品牌来

说，想进入中国市场，仍面临不少的门

槛。

作为全国第一个国家进口贸易创

新示范区——保税区域已经积聚了跨

境电商产业所需要的硬条件。此次淘

宝全球购跨境仓落地外高桥，在营运

中心副总经理陈逸峰看来，将拉长以

往的保税仓储物流等长板，同时补全

线上贸易产业链的短板，“你在外高桥

看到的虽然是冷冰冰的仓库，但仓库

里堆的都是全球纷至沓来的优质的产

品，也是各个国际中小品牌进入中国

的渠道，我们将构建‘全球购，外高桥

供货’的模式。”

活动现场，营运中心分别与淘宝

全球购、景通中国、卓悦中国、波奇网

进行了现场签约。据悉，保税区内还

将建立外高桥海外优选商品直播基地

等。

■本报记者 杨珍莹

“落地张江，对我们帮助真的很

大。以前我们是跟着大企业、大机构来

到工博会展出，今年拥有了自己的独立

展位，这既是张江职能部门的帮助，也

是张江生态环境造就的，让企业不仅有

研发，更让成果能展现。”昕健医疗副总

经理王琦说。

在今年的工博会上，张江科学城携

12家企业的创新智能成果集体亮相。

这 12家企业均拥有自主研发的创新技

术，更形成了成果落地，赋能各行各业，

让观众看到张江的创新力量，看到张江

未来的无限可能，也让世界重识“中国

制造”。

突破成果转化“瓶颈”

在医药研发、医疗器械方面，中国

之所以与国际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很大

原因是起步较晚。业内专家认为，目前

的掣肘主要还是临床科研人员不足，产

学研医结合不紧密。

谈及如何打通产学研医的脉络，

在张江科学城展区内，不少企业表示，

让企业与高校、研究结构、医院加深沟

通结合，了解临床需求和市场空间，才

能研发出临床真正需要的东西。而这

一“瓶颈”，在张江不但突破了，还在不

断提速。

第一次以独立展台形式参会的昕

健医疗带来了医学3D打印移动工作站

等创新产品，该设备可以进行医学图像

重建、实时VR显示、实时 3D打印等。

据展台技术人员介绍，只要输入了相关

数据，打印出个性化的3D膝关节等，只

需要数个小时，还能远程控制，可以服

务远在新疆、西藏的患者。

记者了解到，目前昕健医疗已拥有

了 100多项知识产权，并与 200多家医

院达成合作，它还是国内首家获得第一

张3D打印技术获医疗器械注册证的科

创企业。

在王琦看来，正是张江的创新政

策让企业有了更好的发展空间。“项

目是产学研医结合成果快速转化的

体现，医疗器械注册证试点从医药延

伸到医疗器械，让企业不但有了研发

冲劲，更能冲刺百亿元级的医疗器械

生产市场。”

上海邦定智慧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也是工博会“新客”，去年 5 月份公司

入住张江 Vπ 孵化器，团队整体来自

德国、美国知名的能源与智慧建筑研

发机构。记者了解到，该团队以能源

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依托，致

力于智慧建筑的能源管理及节能运

营、建筑设备智慧控制与管理等系列

软硬件产品，已为数家 500 强客户提

供技术服务。

在制造交通等领域显“智慧”

此次工博会上，张江科学城建设

管理办公室围绕“创新驱动生长，智

慧赋能未来”的主题，组织了 12 家企

业参展。这些企业带来的创新产品

体现出“智慧”在制造、交通、防控等

多领域应用。

如东古带来了智能巡检车以及

工业巡检无人机，可替代安保人员

在重点监控区域进行不间断巡检；

速锐带来的智能四向穿梭机器人，

则是国内首家能够四向行驶的托盘

搬 运 物 流 车 ，结 合 智 能 控 制 系 统

WCS 能够实现对工厂仓储和输送、

监控、规划为一体的智能仓储输送；

作为在制造业（3C 电子、汽车、半导

体）、海洋船舶、工程、军工科研等领

域，第一个将数字孪生技术落地应

用的企业——蓝度则展出了最新数

字孪生智能工厂系统，该系统技术

在国际尚处于创新研究阶段，未来

让人期待。

“比如说我们这次主推的 eSync
OTA系统，是一个平台兼容多种车型；

你只要在手机里装了系统，车可以随时

随地完成升级，有任何故障也能及时通

知。”爱瑟福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多次获得汽车电子领域的创新奖，该公

司项目经理孙云华对于未来产品产业

化信心十足。

据悉，该公司已先后与宝马、福

特、一汽、东风、广汽、江铃等国内外

企业保持合作，让汽车制造企业成本

大幅下降。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素菲）近

日，记者在走访蚂蚁集团时获悉，首届外滩大会将于

9月24日在上海召开。据悉，本次外滩大会云集金融

科技领域的创新应用，并将发布关于区块链、金融科

技的突破性进展。

外滩大会由上海市政府指导、支付宝和蚂蚁集团

主办的全球高级别金融科技大会。在金融科技领域，

上海已成为全球金融科技发展的标杆。以支付宝为

代表的上海金融科技企业，更成为全球金融科技发展

的风向标，尤其在区块链等技术领域领先全球。

据悉，大会将发布金融科技的最新趋势，并公布

在智能计算、共享智能、数据库、图智能、可信原生、智

能风控等前沿技术领域的最新进展。人工智能与理

财结合、图计算与保险结合、卫星遥感与信贷结合等

种种金融科技的全新突破也将在大会上展示。

作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技术，区块链技术也将

在此次外滩大会上一展风采。据透露，完成升级之

后的蚂蚁链将发布在区块链领域的重大突破。蚂

蚁集团自2015年起长期投入区块链研发，目前申请

专利和授权专利均位列全球第一，其中自研跨链技

术被认定为国际标准。蚂蚁链拥有超过 50个应用

场景，招商局、中国远洋海运、英特尔都已加入蚂蚁

链生态。

作为主办方，即将上市的蚂蚁集团将在此次科

技盛会上全面展示蚂蚁科技全貌。

上半年外高桥跨境电商交易额占全市5成

淘宝全球购首个跨境仓昨在外高桥开仓
区块链技术将在
外滩大会一展风采
蚂蚁集团将有突破性发布

张江12家企业组团亮相工博会

科学城助企业研发更助成果转化

工作人员正在扫描包裹上的订单号，做发货准备。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摄

■本报记者 须双双

第 22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正在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如火如荼地举行。

今年工博会创新氛围浓厚，展会首发、首

展的技术和产品总量接近500项，是工博

会举办20多年来最多的一次。不少国内

企业带来的新技术、新产品十分吸睛。

其中，中国船舶集团旗下沪东中华

展出的 1.86万立方米 LNG加注船作为

“全球第一”的技术产品首次在工博会亮

相，并作为船舶行业唯一产品获本届工

博会空间信息产业产品类金奖。

LNG船被喻为世界造船“皇冠上的

明珠”，由于LNG船装载的是零下163摄
氏度的液化天然气，易燃易爆，还要在各

种复杂情况下长期漂洋过海，安全性要求

极高，技术复杂，是世界上最难建造的货

船。而LNG加注船更是有过之无不及。

2014年，沪东中华建造的 17.2万立

方米 LNG 船曾获得第 16 届工博会金

奖。今年再次获奖，展现了沪东中华拓

展LNG全产业链的雄厚技术实力，实现

了 LNG船舶设计建造应用创新的爆发

式增长。

据介绍，沪东中华开发的这型加注

船总长 135.9米、型宽 24.5米、设计航速

12节，采用GTT MARK Ⅲ FLEX型液

货围护系统，货舱容量达到 1.86万立方

米，蒸发率低至 0.18%/天。该船型是全

球首个应用MARK Ⅲ FLEX薄膜型液

货围护系统的LNG加注船，突破了薄膜

型液舱承受晃荡冲击载荷的挑战，可实

现任意液位的装载运行。与国外产品相

比，该船型的加注容量最大、加注速率最

快、服务流程最全，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是全球最大最先进的专业加注

船。同时，该型船的液舱也是国内首次

实现MARK Ⅲ FLEX型液舱的实船设

计和建造，填补了国内空白。

目前，沪东中华已成功交付首型

1.86万立方米LNG加注船，形成了16件
发明专利、12件实用新型专利，在填补

我国LNG加注船设计、建造和检验标准

及规范空白的同时，极大地开拓了LNG
加注船市场。同时，沪东中华已将这些

先进“智”造经验应用于第二艘优化型

1.86万立方米LNG加注船建造中。

近500项新技术新产品首展首发
沪东中华1.86万立方米LNG加注船获金奖

沪东中华展出的1.86万立方米LNG加注船模型。 □本报记者 须双双 摄

本届工博会上，昕健医疗带来了医学 3D 打印移动工作站等创新产品，吸

引了不少参观者。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