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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月达 42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15.7%

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再破纪录
增加的箱量也来自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本报讯 （记者 王力）刚刚过去的金
秋十月，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首次实现单
月突破 400万标准箱，以 420万标准箱刷
新月度历史纪录，比 7月份刚创下的月度
纪录多 29.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15.7%。

全港新纪录的背后，各个码头也分别

创下新纪录：盛东公司月度吞吐量首次突
破 82万标准箱； 洋山四期自动化码头尚
东分公司以 45.5万标准箱创月度集装箱
吞吐量新高， 其中 10月 23?以 17923.5

标准箱刷新了桥吊昼夜操作量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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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平台强大影响力 打开面向世界的窗口 助力各领域技术革新

“全球工业天团”齐聚第三届进博会
今年技术装备展区将有近 340家企业亮相，其中世界 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 60余家

■本报记者 刘锟

“进博会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展会之一，是
一扇面向世界的窗口。”今年，欧姆龙（中国）有限公司总
经理徐坚很早就带领团队精心筹备参展这次疫情之下
的特殊展会。

不仅仅是欧姆龙，包括 ABB、西门子、施耐德电气、

高通等工业领域的全球 500强企业，今年无一例外继续
将进博会列为全年最重要的参展平台。数据显示，今年
技术装备展区将有近 340家企业亮相，其中世界 500强
及行业龙头企业 60余家。

溢出效应
“全球工业天团”齐聚进博会，是企业的选择，背后

是进博会强大的溢出效应。

从首届进博会开始， 施耐德电气就拿下了众多签
约项目，其中去年进博会比首届签约项目增加近 20%。

两年以来，这家公司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建材、

宝武集团、 小米集团等达成的深度合作项目已经落地
开花。

连续三年参展的欧姆龙，同样借助进博会平台接触
到更多新客户，让用户更直观地了解到欧姆龙在工业自
动化等领域的最新成果。去年进博会期间，欧姆龙达成
了上百次销售洽谈，其中一部分洽谈也在后续沟通中转
化为签约意向。徐坚说，借由进博会这一优质平台，欧姆
龙的品牌知名度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特别是核心技术
象征的 FORPHEUS乒乓球机器人得到广泛曝光与大众
关注。

从首届进博会展出来自 8个国家的 30余项行业领
先的展品和解决方案， 到第二届进博会扩大展台面积、

展品数量增加到 40余项，ABB深切感受到进博会的强
大能量。

前两届进博会上，ABB与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中国
石油、中国石化、振华重工、宝武集团、有色集团、紫金矿
业等累计 50余家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获得了显
著的“溢出效应”。譬如，去年进博会上，ABB发布车载天
然气泄漏检测解决方案后， 获得了中国市场高度认可，

已在全国 30多个城市应用， 为多家大型燃气企业提供
燃气管网检测评估服务， 管网检测服务里程数以每月 1

万公里的速度增长。

除了交易，ABB中国董事长顾纯元更看重平台创造
的交流机遇。 下转荩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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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提供了行动
指南。步入“十四五”时期，

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
是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的关
键时期。同时，我国发展环
境也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创
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比任
何时候都强。

五中全会通过的纲领
性文件直言“创新能力不适
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已成为
当前有待补足的短板之一。

全会明确指出，要坚持创新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
的核心地位， 并首次提出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
发展的战略支撑”， 努力在
“十四五” 时期实现创新能
力显著提升。值此特殊的历
史当口，我们更深切地体会
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
动力，科技是战胜困难的有
力武器”，更加懂得“抓创新
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
未来”。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
济中心城市和改革开放的
前沿。这座城市的地位和使
命，决定了必须在新征程中
发挥好开路先锋、 示范引
领、突破攻坚的作用，为全
国高质量发展先行探路、率
先担当。 上海拥有开放、创
新、包容的城市品格，在今
天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
的背景下，要落实好五中全
会精神、塑造新时代竞争新
优势，尤为重要的就是坚定
不移“打创新牌”，敢于下真
功夫，切实强化创新策源能
力，用创新来提升产业竞争
力，进而走在新一轮发展最
前列。

具体到行动上，上海既
要加快构建适应未来趋势
的产业体系，以更大的结构
性优势迎接未来挑战；又要
持续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
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以更加
牢靠和扎实的基础，为产业
竞争力的跃升积蓄力量。前
者包括在线新经济等改变
生产、 生活方式的未来产
业，还包括集成电路、人工
智能、生物医药等具有引领
性、影响力和赋能功能的新
兴产业，无不是未来竞争的
必争之地；后者范围更为广泛，不论传统产业还是新
兴产业，不论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在高质量发展的语
境下，都大有提升空间。而这两方面的推进，关系到一
个行业、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竞争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嘱托上海，要让创新成为高质
量发展的强大动能。上海要强化创新型经济等“五型
经济”优势，市场主体和创新主体都要脚踏实地、持之
以恒、加倍努力地推进创新，使之更有力、更有效，力
争在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上率先实现更大突破，从而
实现稳链、固链、强链，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构筑城
市发展战略新优势。

对经济中心城市而言， 创新并不是狭义的存在。

今天上海更要强调的是“全面创新”，在全力强化科技
创新的同时，各类服务、管理、模式创新都应加以重
视和鼓励。无论是现代服务业的能级提升，还是城市
治理现代化，抑或是塑造高品质城市空间、创造美好
生活，都离不开创新这一内核。同时，上海还需不遗
余力进行制度创新和监管创新， 用更为有效的制度
供给，为全方位、全链条创新营造氛围、拓展空间、释
放红利。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然开启，

上海肩负着继续当好“排头兵”和“先行者”的期许，要
努力在新发展格局中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
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
创新这把钥匙，有赖于创新对整座城市的充分赋能。

解放访谈

以创新获得
新的竞争红利

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系列访谈（二）

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
长、研究员 周振华：

这里所说的创新，不是一
般意义上的发明创造，而是系
统集成创新，需要站在世界前
沿和制高点上，以创新获得竞
争红利 刊 2版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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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会朋友圈

昨天，进博会布展进入冲刺阶段。工作人员加紧布置第三届进博会海报。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一边连接长江和长三
角腹地，一边通过 300?条全
球航线连接世界，上海港努力
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
链接

昨天，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桌布讨论”环节上，56名来自全国的“小科学家”进行分组
讨论。 本报记者 海沙尔 摄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昨圆满闭幕，与会者评价“特殊时期论坛如期举行意义重大”

为全球科技合作进步提供高端平台
科学家呼吁：我们迫切需要破解难题，需要全人类以开放和信任态度展开深度合作

■本报记者 俞陶然

昨晚，为期三天的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
家论坛闭幕。 包括 61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
的 137位全球顶尖科学家、30余位中国两院
院士、100余位各国优秀青年科学家，通过线
上视频和线下出席方式，在上海这座正加快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城市发表
演讲、交流思想。

主办方表示，这场全球科学盛会将永不
落幕：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永久会址已规划
落户于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世界顶尖科学家
社区规划面积 2.5平方公里， 本届论坛所有
场次活动的视频均向公众在线免费开放。由
顶尖科学家领衔的国际科技合作，将吸引越
来越多的各国优秀科研人员来沪工作、生
活，为全人类的科技进步贡献智慧。

顶尖科学家呼吁国际科技合作
“人工智能为人类带来了赋能性突破，

在生命健康领域同样如此。如果人工智能发
展到成熟阶段，就可以让人们在传染病流行
前有所准备。”“我们要鼓励年轻科研人员敢

于创新。年轻人不应被数量化，而是要从事
独特的高质量创新； 要着眼于长期突破，而
非短期目标。”“室温超导材料一定存在，我
们正在接近这种材料，政府需要在这个领域
持续投入。”过去三天，全球顶尖科学家的很
多话语令人印象深刻，在科技抗疫、扶持青
年成长、技术预见等方面发表了真知灼见。

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是很多顶尖科学家

在演讲中谈及的话题。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
主席、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科恩伯格表
示，科学无国界，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将深
化与上海的全方位合作，依托世界顶尖科学
家社区等平台载体，邀请各国科学家来沪参
与并开展前沿科学研究。

“这次疫情向我们展现出科学的优势及
其局限。”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文卡·拉马克

里希南说，“今天， 科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
要。我们迫切需要破解生物多样性、可持续能
源、气候变化等难题，这些都需要全人类以开
放和信任的态度展开深度合作。”诺贝尔物理
学奖得主朱棣文感慨：“在这样一个特殊时
期，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依然积极筹备并如
期举行，倡导科学家的跨国交流与合作，可谓
意义重大。”

作为论坛的一大亮点， 今年的莫比乌斯
论坛被称为线上“科学马拉松”，贯穿会期三
天。100多位参会科学家悉数登场， 预测有望
发生的科技突破，讨论科研遇到的最大挑战。

作为小科学家与顶尖科学家交流的平台，T大
会也受到广泛关注。“今年疫情让我的科研项
目受到影响，这样的困难您遇到过吗？”“学科
融合的研究方法似乎越来越重要， 您怎么
看？”中学生的提问，都得到了大科学家的精
彩解答。

让全球科学盛会在沪持续举办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

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
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
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
向人民生命健康，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
设科技强国。

参与建设科技强国、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科创中心，上海重任在肩。市科委主任
张全表示，上海将积极提升全球创新资源配置
能力，加强大科学设施的开放共享，聚焦生命
与健康、气候与环境等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基
础研究领域，吸引全球顶尖科学家和团队共同
开展科研攻关。 下转荩7版

■这场全球科学盛会将永不
落幕：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永久
会址已规划落户于自贸区临港新
片区， 世界顶尖科学家社区规划
面积 2.5?方公里， 本届论坛 71

场活动的视频回放均向公众在线
免费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