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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浦东张江的上海智驾汽
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驾
科技”），是智能驾驶与智慧出行领
域的全栈创新及系统方案服务
商。该公司日前宣布，已于近期获
得合创汽车新车型量产项目定点，
将为其提供从感知到规控全栈自
研的全系解决方案。

随着Level2级辅助驾驶的渗
透率提升，市场对Level2++高阶
智能驾驶的需求也逐渐显现。其
中，领航辅助驾驶因清晰的系统
边界和高速场景广泛的使用需
求，被视为当前最具落地前景和
规模化应用价值的高阶智能驾驶
功能。

据了解，项目方案将基于高
性价比算力平台，为定点车型提

供不同的智能驾驶可选方案，分
别实现 L2+级全速智能巡航和
L2++级NOM领航辅助驾驶，预
计2022年内实现量产，支持OTA
软件升级。

作为浦东自动驾驶领域的代
表企业，智驾科技集研发、生产和
服务于一体，依托OTA在线升级
等汽车智能化、数字化转型技术，
实现数据驱动的技术、产品、服务
创新闭环。

智驾科技的第一代L2智能驾
驶系统平台化产品于2021年发布
并实现规模化量产出货。此次新
增量产项目定点，主要新增NOM
领航辅助驾驶等功能，以高性价比
实现高阶智能驾驶规模化落地。

（据浦东发布）

浦东自动驾驶企业再获量产定点
高性价比高阶智能驾驶规模化落地

近日，赣锋新型锂电池科技产
业园项目在重庆两江新区正式开
工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推动重庆
及两江新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做强做大先进制造业。

赣锋新型锂电池科技产业园
项目包括固态电池技术研究院、
固态电池生产基地及电池pack
系统三个子项目，将建成国内最
大的固态电池生产基地。按照规
划，电池产能将达到10GWh，而
pack项目的产能也将达到10GWh，
同时还可提供包括电芯、模组、
BMS及电池包等在内的系统解
决方案。

同时，该项目还将在两江新区
建设国际一流的固态电池研发中
心、检测中心，引进高层次人才
800多人、新增3000多就业岗位，
推动重庆在固态电池技术领域实
现跨越式发展。

该项目将完善两江新区新能
源汽车产业链动力电池板块的布
局，进一步加快新区汽车产业电动
化、高端化的进程。

赣锋锂业是中国锂行业首家
A+H上市公司，是国内最大的锂
化合物生产商和全球最大的金属

锂、氢氧化锂生产商。经过二十多
年的发展，赣锋锂业已形成“锂资
源提取、锂盐产品深加工、锂金属
冶炼、锂电池制造及锂电池回收”
5大业务板块，在全球多地掌控了
一批优质锂矿资源，储备位居全球
锂行业前列。

赣锋锂业董事长李良彬表示，
重庆两江新区营商环境优越，是投
资兴业的福地。相信一定会建设
好国内最先进的固态电池研发和
产业化基地，立足两江，迈向全国，
助推我国电动汽车在高端安全方
面取得更大进步。

目前，赣锋锂电业务板块中储
能、消费电池已批量化生产，与重
庆本地汽车、电子信息、新能源等
优势产业有着较高的契合度，具有
广阔的市场合作空间，并已经与本
地车企达成了合作。

两江新区正以提升汽车产业
能级为重要着力点，积极抢抓新能
源化所催生的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换道超车战略机遇，努力打造新能
源汽车产业新生态。今年上半年，
两江新区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6.9
万辆，同比增长365.7%。
（据重庆两江新区微信公众号）

近日，集合国内国际顶尖高等
教育资源的高端教育科研平
台——深圳前海中英研究院已进
入装修阶段，即将于今年11月正
式挂牌启用。

深圳前海中英研究院选址前
海 国 际 人 才 港 ，总 建 筑 面 积
4560平方米，由北京大学、剑桥大
学合作开办，双方共同以深圳前海
中英研究院为机构载体进行教育
科研合作，依托各自高端学术资源
和师资优势，在前海开展国际研究
生培养和高端在职培训教育，提升
前海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促进前
海国际交流合作。

据悉，北京大学、剑桥大学在
合作办学方面已有良好基础。双
方在开展以经济、金融、管理为主
的学历教育、培训、咨询等业务，着
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前沿学

术交流和研究平台、创新创业和高
端服务管理人才培养基地方面经
验丰富。目前，北京大学与剑桥大
学的联合培养项目“剑桥大学全球
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GEMBA）+北京大学中国学硕士
（MCS）/北京大学中国学证书
（CCS）”已面向全球招生，特别是
港澳及国际学生，第一批硕士班学
生将于今年入学。

未来，前海中英研究院还将集
聚其他中英高等院校科技力量，充
分利用前海科技创新环境和体制
机制优势，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粤港现代服务业产业示范区建
设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建立产学
研互动平台，加快推动科技成果产
业化，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
发展产学研基地。

（据深圳前海微信公众号）

北大剑桥强强联手

前海中英研究院年内正式启用

当前，中国元宇宙核心市场及相关
产业飞速发展，元宇宙作为科技发展下
的时代产物，将引发新一轮工业革
命。近日，以“感知·消费·互联”为主题
的2022上海元宇宙峰会在上海浦东软
件园举办。峰会上，“张江元宇宙创新发
展联盟”正式成立。

据了解，当前，张江元宇宙生态
涵盖科学城三大世界级产业集群、
2400家企业，包含几乎所有的张江科
学城重点园区。

▋上海率先起跑元宇宙新赛道

2022年是元宇宙概念加速落地的
一年，相关产业链的诸多环节都带给市
场无尽的想象空间。峰会上，上海市经
信委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处处长裘薇为
大家解读了近期发布的《上海市培育

“元宇宙”新赛道行动方案（2022-2025
年）》。

裘薇表示，上海坚持“以虚强实”的
发展导向，推动扩展现实、数字仿真、数
字原生等技术手段赋能经济社会。当
前，“元宇宙”产业处于高速发展期，技术
体系逐步成熟，应用场景愈发丰富，上海
将积极引导、激发更多市场主体的创造
力，让企业发现市场需求，让市场验证赛
道价值。此外，在营造包容开放发展环
境的同时，还将强化各类发展引导和风
险防范机制。

据了解，到2025年，上海“元宇宙”
相关产业规模将达3500亿元，培育10
家以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头部
企业和“链主”企业，打造100家以上掌
握核心技术、高能级高成长的专精特新
企业。

上海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主任王
东作“投资上海”主题推介时提到，元
宇宙作为上海首批布局的四大新赛
道之一，一经推出就受到海内外高度

关注。从2021年谋篇布局，到2022年
7月发布行动方案，再到举行 2022 上
海元宇宙峰会，上海已成为全国第一
个在行动层面率先起跑的省市。上海
将坚持“四看四不看”招商新思路，做
到“五个最佳”“五好五不缺”，为元宇
宙企业在沪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更
多的机遇。

上海社会科学院互联网研究中心主
任惠志斌主持题为“元宇宙未来方向和
场景探讨”的圆桌讨论，邀请红杉中国
合伙人郑庆生、高瓴创投合伙人王蓓、
上海超级计算中心主任李根国，以及新
锐元宇宙企业代表VLAND云现场、维
智卓新、七牛云，共同探讨中国的元宇宙
发展之路。

▋张江打造“未来之城”

在峰会上，“张江元宇宙创新发
展联盟”成立，该联盟旨在整合全产
业资源，打造以提升元宇宙行业发
展为核心，集研发生产、人才培养、
创新应用、数字赋能、品牌推广于一
体的合作平台。

首批成员包括百度、维智科技、亮风
台、衍视科技、达观数据、PPIO边缘云、
SAP、埃森哲、上海科技大学等20余家
政、产、学、研、资各领域的专业机构和龙
头企业。

现场，维享时空、视辰信息、PPIO缀
初网络、达观数据等9家元宇宙新锐企
业代表发布重磅产品，裸眼3D/XR技术

用于教学、电梯全息操纵箱等实际场景
应用也一一展示。

今年6月，2022上海全球投资促进
大会上正式推出了第三批13个特色产
业园区，作为上海发力元宇宙新赛道的
重要载体之一，“张江数链（元宇宙）特
色产业园区”（以下称“张江数链”）成功
入选。

“今年正值张江建园和张江集团
成立 30周年，打造‘张江数链’、发展
元宇宙，既是基于张江过去30年产业
发展的积累，又是对张江未来几大主
导产业发展进行赋能和延续，具有承
上启下的意义。”峰会上，张江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袁涛为大家介绍了

“张江数链”的基本情况和下一步建
设规划。

当前，张江元宇宙生态涵盖科学城
生命健康、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三大世界
级产业集群，6大类、17个赛道、124个技
术路线，2400家企业，包含几乎所有的
张江科学城重点园区。袁涛透露，将在
张江中区4.1平方公里空间内建设数字
孪生的张江科学城，元宇宙原生的张江
科学会堂等，打造元宇宙的场景首发地、
集成创新场，打造张江的未来之城。

下一步，“张江数链”将依托张江
科学城资源优势，联动上海数据交易
所、张江人工智能岛、张江在线等功
能平台和产业园区，聚焦“元宇宙”技
术研发、数据服务、数字创意、赋能应
用等重点领域，着力培育企业新势力、
搭建科创新平台、打造人才新高地、布
局数字新基建、构建开放新生态，从而
打造“元宇宙”总部创新区、“元宇宙”
产业集聚区、“元宇宙”生态引领区和

“元宇宙”场景示范区，成为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元宇宙”技术创新和产业发
展高地。

（据浦东发布）

重庆海润节能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始创于1999年，致力于为室
内健康环境和能源高效利用提供
专业化产品和成套解决方案。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该公司支援
了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
还紧急研发出可移动式负压病房
等6款抗疫产品。2021年，该公
司荣获国家级重点专精特新“小
巨人”称号。截至目前已为全国
700多家医院和600余个住宅项
目提供通风和节能解决方案。

新冠肺炎病毒主要通过空气
传播，患者病房未经处理的空气
一旦外溢，后果不堪设想。如何
让空气“听话”？答案是：气压差。

制造出梯度压差，就可以控
制空气从洁净区到潜在污染区单
向流动。

重庆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海润节能，就有控制空气流动
的本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该企业紧急支援火神山医院、雷
神山医院的通风系统建设，还帮
助全国120多家医院建设了负压
病房。

重庆海润节能加大研发投入填补国内空白

擅于“驯服”空气的企业

●护航空气安全 助力抗疫一线

临危受命，足见这家企业的实力。
设计建设火神山、雷神山两座医院的负
压通风系统，海润节能分别只用了不到
一周的时间。

“医院要求快速建成，来不及按照公
司最精密的解决方案打造最先进的负压
病房。”日前，海润节能董事长郭金成回
忆起当时的情形，仍觉遗憾。

海润节能最先进的负压病房是什么
样的？样板间里没有风感，不湿不燥，没
有异味和噪音，甚至没有隔音玻璃和空
调等设备。

郭金成说，除了空气，这间样板间与
普通病房并无区别。

原来，海润节能不仅可以通过控制
房间中的空气流向以保证安全性，通过
因地制宜的设计和节能设备的使用实现
节能性，还能通过智能调节空气的温度、
湿度、含氧度、洁净度、静音度、风速度，
实现人体的舒适性。

这套可以对空气进行精准智能控制
且绿色节能的系统，不仅囊括了数十种
软硬件，还包含了一系列的标准和解决

方案，构成了海润节能的核心能力。
基于这样的核心能力，海润节能建

设了全国前三家星级绿色医院，成为国
家相关标准的制定者；在新冠疫情发生
后，紧急研发出核酸采样安全方舱、移动
式/模块化PCR（基因扩增）加强型实验
室、可移动式负压病房等6款移动式方
舱设备，在核酸采样、检测、隔离观察、治
疗全流程护航空气安全。

●填补国内空白 实现国际领先

如今在业内风生水起的海润节能，
也经历过客户“买了也不用”的尴尬。

2003年的非典疫情，让海润节能看
到了国内对负压通风系统的巨大需求。
当时，重庆还没有一家企业能设计建造
传染病医院的通风系统，郭金成决定抢
抓先机。凭借之前代理进口新风产品接
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2005年，海润
节能帮助当时的重庆市胸科医院成功建
设了一批负压病房。

初战告捷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
郭金成再次到该院调研时，发现负压通风
系统并未启用。医院负责人表示：能耗太
高，平时用不起；噪音大，患者听着不舒服。

“这个事情让我们深受刺激，大家决
心要研发出安全、舒适又节能的通风系
统。”郭金成介绍，当时公司每年盈利有
100多万元，几位股东决定一分不留，全
部投入研发。

当时，海润节能的研发人员不足10
人，而这套系统涉及暖通、节能、风机、智
能控制、建筑等诸多领域。于是，公司每
年的研发经费一半支付给几十名外部专
家，一半用于软件开发和产品测试。

在公司的持续投入下，海润节能的
产品系统不断完善，被运用到重庆新桥
医院、大坪医院、西南医院等知名医院，
公司也开始走向全国市场。

2010年，海润智能通风系统申报国
家建设行业科技成果鉴定，结果显示，这套
系统填补了国内空白，实现了国际领先。

●发挥技术优势 拓展产业边界

有人感叹：“家里的房间要是像这间
病房一样舒服该多好。”“十多年前就有
人这么想，而且早就实现了。”郭金成介
绍，2011年，公司受邀参与打造一个高
端住宅项目并获得成功，让此前专注于
医院通风系统的海润节能开始思考：为

什么不把这项技术分享给更多的人？
于是，海润节能在医用级技术基础

上，开发出针对住宅特点的绿色建筑系
统。相比安装空调、地暖、新风系统、空
气加湿器的房间，这套系统通过对风冷
水冷机组、热泵、送排风机、空气处理机
组、能量回收机组、管网、各类传感器和
智能控制软件的综合运用，让房间更加
智能、舒适和节能。比如，室内有人抽
烟，系统会自动加大送排风量，快速清除
室内二手烟。又如，系统可以感知外部
环境变化，在保证人体舒适的温度与湿
度组合中，自动选择最节能的方案。

根据测算，相比空调、地暖、新风
等方案，海润节能绿色建筑系统可以
将建筑通风、制冷与采暖的整体能耗
降低三成以上；按照50年使用寿命计
算，该系统可将整体费用降低近六成。

目前，海润节能已为全国700多家
医院和600余个住宅项目提供了通风和
节能解决方案，积累了220项国家专利，
参与编制了30项国家、地方和团体标
准，帮助重庆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走在
全国前列。

（据重庆两江新区微信公众号）

张江元宇宙创新发展联盟成立
生态涵盖三大世界级产业集群、2400家企业

两江新区开工建设
国内最大固态电池生产基地
汽车产业加速向高端化迈进

项目效果图。 图片来源：重庆两江新区微信公众号

“感知·消费·互联”2022上海元宇宙峰会。 图片来源：浦东发布

海润节能生产的核酸采样安全方舱，医护人员不需要穿戴防护隔离服即可工作。 图片来源：重庆两江新区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