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上最小的胰岛素注射针头、第

二代“会飞”的汽车……在第二届进博会

上，众多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高科技产

品纷纷亮相，将让大家未来生活更美好。

品质生活展区是市民最为关注的

展区。在这里，记者看到，3 个特别的

LV 箱包亮相，吸引了一群人前来围

观。其中，名为“Lightning”的 LV 老花

包内置 LED 灯，包面“LV”标志性 LO-

GO 不断变换颜色。而名为“Canvas

of the Future”的手提袋两侧各有两块

屏幕，屏幕上不断播放视频和图片，包

面屏幕上播放的视频和图片可由用户

自己进行个性化设置与选择。而名为

“Magic Malls”的魔力之箱，箱面均为大

屏幕，可带来沉浸式视频播放体验。记

者了解到，这3款LV箱包仍在研发中，

暂未上市，也不进行售卖，本次展示系3

款箱包在中国的首秀。

“液晶之父”夏普呈现了一系列技

术领先的产品和创新解决方案。在展

区里，4台4K投影仪设备组合拼成了一

个200寸的8K巨屏影院，吸引了众多参

观者前来体验。世界上目前还没有这

么大的 8K 屏幕，他们提供了解决方

案。同时，现场还展示了最新一代夏普

8K电视及8K生态系列产品，如全球首

款专业8K摄影机及70英寸8K触摸屏。

在汽车展区，去年进博会上的“会

飞的汽车”已经成了网红。今年斯洛伐

克一家公司研发出第二代“会飞的汽

车”，兼具汽车和飞机的双重功能，可以

随时变身，以前在科幻电影里看到的场

景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在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抗癌

产品、康复器械、先进医疗设备成为本

届进博会的突出亮点。来自日本的“纳

诺斯”系列胰岛素注射针头为“糖友”们

带来了福音。它是目前全球最细、最短

的胰岛素注射针头，外径仅 0.18 毫米，

长度仅3毫米。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

能有效缓解他们在注射时的疼痛和不

适。目前这款产品正申请在中国上市。

另一个重量级“黑科技”产品，是我

国首家通过引进国际先进医疗器械、诊

断及远程医疗设备等组合成的移动CT

脑卒中救护车。脑卒中是中国成年人

致死致残首位病因，病人仅有 4.5 小时

的黄金抢救时间。移动脑卒中救护车

可开展生化检验、远程急救、影像诊断

等急救工作，帮助病人在黄金抢救时间

得到科学诊断。目前其已在国内三家

医院投入使用，惠及超过200例脑卒中

患者。

此外，能促进人体细胞自愈的空气

设备、全球领先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

世界先进的磁共振实时引导放射治疗

系统等，让与会者们不禁感叹，现在的

医疗健康设备太神奇了。

时报记者 赵贤钰 上海报道
本版图片 记者 贾成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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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 日，第二届水滴筹“111 小善

日”公益盛典在北京举行，盛典以“向善而

生”为主题，呼吁不同主体以不同方式参

与到公益行动中来，传递爱与温暖，扩大

向善网络。

目前，水滴筹累计连接了 2.8 亿用户

的小小善念，筹集了235亿元的善款，救助

了几十万的大病家庭。同时，“创益矩阵”

连接诸多商业、公益机构的善意，已结成

一张向善之网，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

立足于各自的优势领域，创新创造，共创

社会价值。水滴公司创始人兼CEO沈鹏

表示，水滴公司是一家社会企业，为了解

决社会大众的一些痛点。随着规模越来

越大，它能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希望能

够在良性盈利的情况下，能够更好地反哺

社会，共同努力让社会变得越来越好。

水滴筹举办第二届

“111小善日”公益盛典

遗失声明
天津市港荣劳务服务队，注册号：

1201073036601，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天津市塘沽区锐创美发店（普通

合伙），注册号：120107000069366，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天津市塘沽区锐创美发店（普通

合伙），注册号：120107000069366，申

请注销。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债务事宜。特此公告(联系

人：吴先生，联系电话：18630949933）

吸收合并公告
天津市塘沽燃气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20116103659297D)、天津市

塘沽煤气公司液化气管理所(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20116103617513C)
决定吸收合并。天津市塘沽燃气有限公

司吸收合并天津市塘沽煤气公司液化气

管理所，天津市塘沽煤气公司液化气管理

所注销，天津市塘沽燃气有限公司续存。

合并前天津市塘沽燃气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为4284.2万元，天津市塘沽煤气公司液

化气管理所注册资本为 791万元，合并后

天津市塘沽燃气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4284.2万元。公司合并后，合并前双方的

债权、债务由合并后的天津市塘沽燃气有

限公司承继。

请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债务担保

的请求，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

求。特此公告。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 上海报道）

昨日，第二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电子

商务分论坛“数字化时代与电子商务

创新发展”暨全球电子商务高峰论坛

举行。出席论坛的嘉宾们以“数字化

时代与电子商务创新发展：开放平台

和合作愿景”为主题，紧扣数字化时代

全球经济发展新趋势和电子商务发展

新愿景，从政府、企业和学术机构等不

同角度，就应对数字经济挑战、促进电

子商务开放合作和普惠发展等话题进

行了深入交流，为全球电子商务可持

续发展贡献了智慧，也为各国相关政

策制定提供了参考。

数字经济浪潮下，新技术不断发

展，新业态频繁涌现。作为数字经济

最活跃、最集中的表现形式之一，电子

商务的创新发展，推动了生产和流通

环节的深度融合，强化了供给和需求

两侧的精准匹配，促进了世界经济贸

易的普惠共赢，在国际现代经济体系

中的分量与日俱增。

论坛上，嘉宾们普遍认为，数字经

济发展势不可当，唯有不断革新才是

正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伦敦政

经学院教授皮萨里德斯认为，商业是

被新技术改变最多的经济活动之一，

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应

用，对于以信任为基础的电子商务来

说至关重要。中国银行董事长刘连舸

认为，科技是电子商务创新的关键动

力，加速了支付结算、资产管理、贸易

融资等金融服务方式变革。阿里巴巴

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表

示，数字技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为实

现端到端的价值重构提供了可能，而

电子商务在推动技术和商业融合方面

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二届进博会正在如火如荼地举

行。昨日，2019年天津市进一步扩大开

放政策发布暨采购商对接会在进博会

现场举行。对接会上，众多津企与国外

品牌商、贸易商签署了合作协议。而跨

国企业也纷纷对天津营造的开发开放

优质营商环境表示赞誉，也希望在津开

展进一步投资合作。

新区企业收获丰

环球共赢链（天津）食品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是滨海新区一家以进口乳制

品为主的贸易公司，在此次采购商对接

会上，他们与乌克兰数一数二的国际乳

制品企业签署了采购合同。

“通过进博会平台，我们与乌克兰巴

什坦卡奶酪工厂有限公司签署了1000多

吨的奶酪合同，价值3000万美元。这家

世界知名的奶酪企业产品品质非常好，

公司年产能也非常大。我们希望与其合

作，打开国外高端奶酪市场，填补国内这

一领域的空白。”该公司总经理张伟臣表

示，在本届进博会上，公司也希望能再寻

找到几家国际高端奶酪生产商。

来自高新区的天津酒分享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在进博会上可谓收获颇

丰。在对接会上，他们与5家国际知名

酒庄签署了合作协议。“我们是专门做

葡萄酒进口的企业。这些年来，我每年

都会亲自飞往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

地区的主要合作酒庄，实地勘测并检验

葡萄酒品质。进博会让全球各知名酒

庄相聚在一起，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这次我们就与5家知名酒庄签署了

采购协议，未来将把性价比更高且符合

中国人口味的葡萄酒带进中国市场。”

该公司总经理孙兴华表示。

此外，在签约仪式上，首农集团、嘉

里粮油等分别与国外采购商签署了采

购“大单”。

跨国企业信心足

在政策发布会现场，天津特别是滨

海新区的一系列开放政策支持，也令国

外投资者信心十足。比如天津市委、市

政府近期出台了100条措施打造天津自

贸试验区升级版，其中有48条措施为全

国首创，目的就是对标世界一流自由贸

易园区，把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向更深层

次、更宽领域，这也必将为企业带来良

好的发展机遇。

玛氏公司是一家拥有百余年历史

的私营家族企业，也是全球领先的食品

制造与分销商之一。今年年初，其旗下

宠物食品工厂项目在天津经济技术开

发区落户，项目投资超过1亿美元。

“我们对玛氏在泰达发展充满了信

心。未来除了推进新工厂建设外，也有

许多其他方面的创新合作机会。比如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在天津自贸区创

新发展行动方案中，作出了支持开展宠

物食品跨境电商试点建设，探索宠物食

品进口监管模式创新等战略部署。我们

愿意和他们一起，开展宠物食品贸易探

索，利用天津的地理、交通、政策优势，打

造全国乃至全球产业链，带动宠物产业

整体发展创新。”玛氏食品（中国）有限公

司负责人在对接会现场对记者说。

签协议寻商机 求合作促共赢

进博会 新区企业“掘金”忙
■ 时报记者 赵贤钰 上海报道

■ 论坛观点

第二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电子商务分论坛举行

数字经济发展
不断革新是正道

时报讯（记者 张广艳）记者昨日获

悉，近日，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儿

童玩具及学生用品质量抽检公告。公

告显示，抽检的标称广东、浙江、河北、

福建、江苏、安徽、山东、上海8个省、直

辖市的 48 家生产企业生产的儿童玩具

及学生用品60个批次，合格56个批次，

不合格 4 个批次。不合格项为尖端、标

识、邻苯二甲酸酯。

记者梳理此次儿童玩具及学生用

品抽检不合格商品名单发现，不合格

商品涵盖塑胶（轻质）彩泥玩具套装、

套尺、泡泡枪、塑胶动物四款产品。其

中，一批次标称广东奥斯尼玩具实业有

限公司生产的 F283 型号的塑胶动物，

不合格项目为邻苯二甲酸酯。一款深

圳乾裕文具有限公司生产的“泥你秀”

牌塑胶（轻质）彩泥玩具套装、一款浙江

久灵早教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的“P&S 源动力”牌套尺，两款产品的

不合格项目均为尖端。

时报讯（记者 牛婧文）记者昨日从

新区科技局获悉，由新区企业天津华翼

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国内首台

A320 飞机全任务模拟机获得中国民航

局D级鉴定证书，这标志着新区科技成

果再一次打破国外垄断。

据介绍，飞行模拟机是飞行实时仿

真系统，按特定机型、型号以及系列航

空器座舱一比一复制，能够对飞机空中

飞行情况进行复现，通常由仿真计算

机、模拟座舱、运动系统、仿真控制台等

组成。参照模拟真实航空器在地面与

空中的真实度和全面性，其等级划分为

A、B、C、D 四个等级。其中，D 级模拟

器与所对应航空器在驾驶舱构型、操

纵、编程、运动系统、视景系统和声音系

统等方面最为接近。

据新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国内市场飞行模拟机主要由加拿大

CAE公司、法国泰雷兹公司垄断。此次

华翼蓝天研制的飞行模拟机打破了国

外厂商在这一领域的长期垄断格局，为

我国民用航空产业技术发展开辟了崭

新的领域。

我国首台A320全任务模拟机研制成功

新区科技成果再破国外垄断

母公司登陆科创板

经开区企业有望获资本助力
时报讯（记者 张文弟）落户于天津

经开区的全球最大玻尿酸生产基地——

华熙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迎来新征

程。昨日上午，其母公司华熙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熙生物”）

在上交所科创板敲锣上市，股票代码

为“688363”。华熙生物此次公开发行

4956.26 万股新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4.8亿股。发行价格每股47.79元，募集

资金总额23.69亿元。

据悉，华熙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

司是华熙生物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2 亿元，2018 年 8 月 8 日在天津经开区

中区注册成立。华熙生物拟在开发区

投资22亿元，占地约47万平方米，建设

相关产业项目。其中规划分期建设食

品级、化妆品级、医药级透明质酸钠、透

明质酸钠衍生物及溶液，以及终端产品

等项目。目前天津项目已完成桩基施

工工作，计划于2020年底前建成投产。

（上接第一版）此外，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与空客公司日前还签署了A320机身系

统总装项目合作协议。同时，天津港保税区

与空客公司签署了支持 A320 机身系统总装

项目飞机部件运输的谅解备忘录。中国航空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天津西飞公司将在津完成

A320 前后机身段的系统总装，包括液压系

统、氧气供应系统、飞行控制系统、电路及管

线等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再交由空客天津

总装线进行飞机总装。该项目计划于 2021

年一季度投产，未来达到月产 6 架的总装能

力。空客 A320 机身系统总装项目是继空客

A320机翼在天津实现总装后，又一重大飞机

部件本地化配套项目。

空客天津A320飞机总装线项目与宽体机

完成和交付中心项目是中欧航空工业战略合

作重大项目。自空客天津 A320 飞机总装线

2008年9月落户以来，空客天津项目一直保持

稳定发展，截至目前已完成交付450余架A320

飞机和16架A330飞机。空客A350完成和交

付中心项目及 A320 机身系统总装项目的落

户，将进一步拓展天津市、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与空客公司的合作领域和产业层级，

为天津完善航空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全

面提升航空产业国际竞争力夯实基础，进一步

加快天津成为空客亚洲中心和中国重要的航

空产业基地的步伐。

（上接第一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是

引导投资方向、政府管理投资项目，制定实施

财税、信贷、土地、进出口等政策的重要依据。

目录由鼓励、限制和淘汰三类组成。该负责人

说，2013年上一版目录发布以来，我国产业规

模不断扩大、结构持续优化、竞争力显著增

强。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

续深化，产业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

刻变化，上一版目录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新

任务、新要求，需要予以修订。

据介绍，本次修订重点是：一是推动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目录2019年版制造业相关条

目共900多条，占总条目数的60%以上。二是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重点是加强农业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促进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高现代服务业效

率和品质，推动公共服务领域补短板，加快发

展现代服务业；促进汽车、家电、消费电子产品

等更新消费，积极培育消费新增长点。三是大

力破除无效供给，适度提高限制和淘汰标准。

四是提升科学性、规范化水平。

空客新项目落户新区

新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发布
鼓励类新增人工智能等4行业

新区发布质量抽检公告

4款儿童玩具及学生用品不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