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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珍莹

3年前，微软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实验

室（以下简称“微软实验室”）在浦东张江

人工智能岛落地生根。9月 21日，在微软

实验室以“因AI而来，向新‘元’航”为主

题的 3周年庆典上，其相关负责人回顾了

成立 3年来收获的累累硕果，并分享了实

验室下一步的计划。

记者从会上获悉，过去 3 年，微软实

验室从张江到全球，已经赋能企业超 160
家；通过技术赋能助力近 80 个创新成果

落地；通过商业赋能，助力近 20家企业进

入微软生态；通过投资赋能，42家企业获

得融资。

3年是一个里程碑，也
是一个新起点

“你今天早上吃饭了吗？”“等着你呢。”

微软实验室一楼展厅里，一块大屏吸引了

众多观众。虚拟人物“灵灵”出现在屏幕

上，观众可以和她直接对话沟通。而在一

周前，“灵灵”还不会开口说话，得益于微软

实验室的技术赋能，“灵灵”如今口齿伶俐，

还能应对自如。

开发“灵灵”的是一家利用最新的图

形学和AI技术，开发构建 3D沉浸式互联

网 AIGC、UGC 平台的高科技公司“比邻

星球”。“‘灵灵’是我们研发的虚拟交互人

物，可以实时互动，起到陪伴的作用。但

之前，她只能通过输入文字与用户沟通。

借助微软先进的语音技术，不到一周，他

们就帮忙我们实现自动语音识别等技术，

‘灵灵’终于能开口说话了。”比邻星球联

合创始人董含灵说。

微软大中华区副总裁兼公共业务部总

经理田群喜介绍，自 2019年成立以来，实

验室收到了来自医药、制造、零售、城市、金

融等各个行业近千家大中小企业及合作伙

伴的入驻申请，从中遴选出近 160家优质

企业，为他们提供了基于微软最新的人工

智能和物联网的技术支持，包括提供硬件

及软件资源、微软Azure云服务资源，帮助

企业连接微软生态系统并与大中小产业资

源实现联动等。

截至 2022年 8月末，实验室举办了百

余场线上线下的技术论坛、行业峰会及合

作伙伴发布会等活动，共计吸引近 3万人

次参加；同时，实地到访实验室的访客近

6000人次。

“3 年是一个里程碑，也是一个新起

点，我们希望整合全球的技术资源，和浦

东、张江共同谋划新的篇章，推动产业和技

术的升级。”田群喜表示。

推动多行业、跨行业技
术赋能与融合

微软实验室是浦东新区打造国内首个

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的重要载体之

一，并成为了浦东新区首批大企业开放创

新中心计划（GOI）企业。

浦东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徐敏栩

表示，自落地张江人工智能岛以来，微软实

验室充分发挥了“桥梁效应”，并通过生态

对接加速将入驻企业的解决方案推向市

场。相信未来，微软实验室将引入更多前沿

技术，用科技赋能合作伙伴，实现大中小企

业融通，助力可持续发展。“微软实验室还与

头部科技企业共创应用场景及解决方案，与

诸多世界500强企业推动产业领域数字化转

型，推动浦东张江成为人工智能、互联网领

域创新创业的热点之一。期待未来有更多

像微软实验室一样的创新平台深耕浦东。”

当天，微软实验室总经理祝焕婧发表

了题为“‘元’点，再出发”的演讲。展望新

一年，微软实验室将重点聚焦四大领域：可

持续、Web3.0、生命健康、自动驾驶，通过

加大对这四个领域内企业的技术赋能投

入，让微软AI和 IoT的技术为更多的创新

企业注入技术动力。

作为全球性、开放性的技术赋能平台，

微软实验室致力于推动多行业、跨行业的

技术赋能与融合。2021年11月，微软实验

室与索尼半导体解决方案集团共同启动了

“微软索尼合作伙伴赋能计划”，该计划旨

在招募优秀的本土合作伙伴。

记者了解到，该计划启动后的第一阶

段，收到了来自各行各业 15 家企业的申

请，经过微软实验室和索尼共同的遴选，汉

朔科技、长观科技、翼时科技三家企业脱颖

而出，得到了微软和索尼的联合技术赋能，

并完成了解决方案的试开发。

索尼半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开发

中心副总裁成田秀之表示：“在中国这样一

个高速迈向多元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市

场，索尼希望能够帮助更多优秀的本土合

作伙伴去感知和发现新的商业需求，打造

出领先的行业解决方案，全面助力各行各

业的智慧升级。”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9月21日，科

镁信研发生产一体化中心启用仪式在外

高桥举行。记者了解到，本次投入使用的

科镁信研发生产一体化中心总投资达 1
亿元，总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

作为一家专注于创新药物研发生产

的平台型生物医药公司，科镁信由新加坡

生物医药孵化器EVXVentures孵化而来，

主打多元化平台商业模式，瞄准了“下一

代”细胞和基因疗法。公司的核心团队在

新一代细胞和基因疗法方面拥有丰富的

产业经验，覆盖了新药研发所必要的关键

业务，包括临床前研发、知识产权注册和

管理、临床申报及临床试验等。

科镁信目前拥有两个技术平台：一个

是创新的工程化红细胞技术平台，另一个

是基于脂质纳米颗粒的非病毒载体基因

递送技术平台。科镁信表示，这两个平台

能分别开发多个产品，同时也可以通过与

全球范围的同行广泛开展合作，通过“新

药物递送”技术，为细胞和基因治疗行业

的发展带来“新希望”，最大化发挥递送平

台的价值。

据介绍，本次新落地的中心包括办

公、研发及中试车间，其中研发和中试车

间按照GMP规范要求设计，从物理及空

间进行隔离和控制，最大限度的防止混淆

和交叉污染，为科镁信工程化红细胞和纳

米脂质体两个技术平台孵化更多产品提

供优良的硬件保证。

科镁信创始人兼董事长林向前表示，

科镁信研发生产一体化中心的启用将为

科镁信的药物研发提供坚实的硬件基

础。科镁信将以新中心的启用为起点，立

足外高桥，依托“创新的工程化红细胞技

术”和“基于脂质纳米颗粒的非病毒载体

基因递送技术”的技术优势，推进更多产

品从早期研发、临床验证到产品上市，并

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开展合作研发和授权

开发，借着“中国速度”快速推进产业转

化，让中国创新更快走向全世界。

本报讯（记者 陈烁 通讯员 杨斌）

日前，一艘载有 504吨南非柑橘的集装箱

货运船缓缓靠泊洋山码头，第二天清晨这

批柑橘按计划接受洋山海关关员的现场

查检，几个小时之后，这些来自遥远国度

的柑橘就被顺利通关放行，继而出现在各

大水果卖场中。

记者从上海海关了解到，去年11月举

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

中方宣布为非洲农产品输华建立“绿色通

道”，支持和便利更多非洲优质特色农食产

品进入中国市场，上海海关发挥口岸优势，

全程搭建非洲农产品进口“绿色通道”，助

力非洲特色优质农产品安全、高效进入国

内市场。现在，除了肉甜汁多的南非柑橘，

还有香气浓郁的坦桑尼亚芝麻、营养丰富

的肯尼亚牛油果等越来越多的非洲特色优

质农产品，正在进入国内市场。

据了解，2021年 8月中国与南非签署

鲜食柑橘输华议定书，获得准入的南非柑

橘类水果包括橙、葡萄柚、柠檬、橘及其杂

交品种。今年 7月，上海口岸迎来南非柑

橘进口高峰，7、8两个月进口量超 3.4万

吨，截至8月底累计进口超4.2万吨。

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王向东介绍：

“为了保障南非柑橘快速通关，我们实施

了‘提前申报’‘两步申报’‘快速验放’及

‘附条件提离’等改革便利措施，将通关时

间压缩至 2天以内。全力保障进口生鲜

水果的通关效率，确保让来自非洲大陆最

南端的鲜食柑橘能尽快进入中国市场。”

受益于“绿色通道”的农产品还有坦

桑尼亚芝麻。近日，金龙鱼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的昆山益嘉粮食工业有限公司从非

洲坦桑尼亚进口的 130吨芝麻运抵上海

外高桥港区。在船靠泊前，进口商提前完

成申报，上海海关所属外高桥港区海关查

验八科关员迅速对报关单、境外生产企业

注册情况、官方植物检疫证书及中文标签

样张进行审核。货物运抵后，经过查验关

员检验检疫确认无异常后，签发检验检疫

证明，第一时间放行。

昆山益嘉粮食工业有限公司储运部

经理张晓兵介绍：“公司从今年 5月开始

从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进口芝麻用于销

售和食品加工。外港海关在芝麻到港后

第一时间开辟‘绿色通道’开展查检工作，

有力保障了产品的顺利进口。”

据统计，非洲芝麻实现上海口岸首批

通关入境以来，进口量“芝麻开花”节节

高，三个月的时间，外港海关已累计查验

放行非洲芝麻2796吨。

此前9月14日，首批大规模海运进口

的肯尼亚鲜食牛油果，在完成统一质检和

加工后，在上海、深圳等地的百果园、盒马

等生鲜超市上架销售，受到消费者青睐。

“海关高效便利的通关保障更加坚定

了我们进一步扩大非洲农产品进口规模

的信心！”进口商上海牛果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刘陌苏表示，今年牛油果收获

季计划进口约 200吨，明年起每周都有进

口计划，预计全年进口量将超 9000 吨。

企业逐步扩大的进口规模，也见证了中肯

乃至中非间愈加紧密的经贸往来。

据上海海关统计，1-8月，累计已有

47.2亿元的非洲农产品从上海口岸进口。

微软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实验室落地浦东三年

超160家企业被赋能 未来将聚焦四大领域

1-8月累计47.2亿元非洲农产品从上海口岸进口

“绿色通道”成果显现 非洲输华农产品络绎不绝
科镁信研发生产一体化中心落地外高桥
“新药物递送”为细胞和基因治疗带来新希望

借助微软先进的语音技术，比邻星球成功让“灵灵”开口说话。 □微软实验室 供图

本报讯（记者 符佳）昨日，浦东智能

制造产业学院理事会成立暨产教融合研

讨会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举行，14家成

员单位联合组成理事会，深化产教融合、

支持产城发展。

浦东智能制造产业学院成立于去年

10月，它由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牵头，联合

上海浦东新区现代产教融合促进中心及

以中科新松有限公司为代表的智能制造

相关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共建，是首批上海

市级重点现代产业学院建设项目。

浦东智能制造产业学院实行理事会

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理事会由上海第二

工业大学、浦东现代产教融合促进中心，

以及区域龙头企业等 14 家单位联合组

成。其中区域龙头企业包括中科新松有

限公司、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上

海通用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建工一建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

团）有限公司等。理事会是浦东智能制造

产业学院建设与发展的咨询、协商、审议

与监督机构，主要将咨询和审议浦东智能

制造产业学院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

事项，协调各方关系，聚集优势资源。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校长谢华清表示，

理事会的成立有助于浦东智能制造产业

学院更好地面向区域、面向行业、面向产

业办学，深化人才培养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进一步加强校企产教融合，形成产业

需求导向、跨界交叉培养、支撑引领行业

发展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并最终

成为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企

业服务、学生创业等功能于一体的国内知

名的示范性现代产业学院。

昨日，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分别与中科

新松有限公司、上海智能制造功能平台有

限公司就校企合作和校外实习基地合作

进行签约。

浦东智能制造产业学院理事会成立

深化产教融合 支持产城发展

本报讯（记者 陈烁 通讯员 张琳）9
月 21日，连续五届参会的欧姆龙乒乓球

机器人，通过展览品国际通行“护照”

ATA单证册向上海海关申报，成为本届

进博会首票海运通关的进境展品。

该台诞生于 2013年的乒乓球机器人

被吉尼斯纪录认定为“全球首台乒乓球教

练机器人”，目前已迭代升级至第七代。

今年，它以最新面貌第五次赴约进博会，

将再次通过精湛的乒乓球技术，向公众展

示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与未来。

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跨境贸易管

理大数据平台”进博会专用模块等信息化

手段的赋能下，这台机器人展品的主运代

理——东浩兰生集团上海依佩克国际运

输有限公司仅用几小时便完成从录入《进

博会进境物资证明函》、提交ATA单证册

到海关签注完成的一系列手续。

依佩克展览部副经理沈凌说：“作为

主场代理运输服务商，我们已连续5年服务

进博会展品进出境，最深切感受就是通关

业务办理越来越便利，通关越来越快捷。”

据悉，上海海关将在 10月迎来第五

届进博会展品的通关高峰，大批高新科技

展品纷至沓来。随着进博会开幕时间临

近，上海海关已在相关隶属海关设立 110
个进博会通关专窗和专用通道，运用鉴证

溯源、AR眼镜、巡馆APP、远程视频等技

术手段，构建海关智慧监管“超级大脑”，

为进博会提供全天候服务。

乒乓球机器人成今年进博会首票海运进境展品

欧姆龙乒乓球机器人。 □上海海关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