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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芬兰奥卢大学校长Jouko Niinimaki教授来访上海理工科技园。

5月17日，烟台市芝罘区政府副区长张澎涛、芝罘区科技局局长王洪绩一行

到访上海理工科技园。

5月19日，南通通州湾科创城副总经理周春华、杨永杰、吴艳飞一行来上海

理工科技园进行考察调研。

5月27日，山东省济宁市科协党组书记、主席籍峰一行8人在市科协学术部部

长潘祺等陪同下来到上海理工科技园科协进行调研考察。

6月1日，美国佩斯大学学生交流团一行到访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6月6日，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高嵩协同嘉善县科学技术局、中共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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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高嵩协同嘉善县科学技术局、中共嘉

善县委组织部、等相关领导来访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6月16日，浙江大学科技园联盟秘书长卢晨霞、中国计量大学科技园总经理

张淑琴、杭州师范大学科技园总经理倪勇、江南大学科技园总经理殷宝良、南

京理工大学科技园总经理李健莅临上海理科技园研讨“双创”形势下大学科技

园的对策。

6月17日，中国共产党长丰县委员会书记许华一行来访上海理工科技园。

6月23日，湖北襄阳科技城总经理吴彬、总经理助理任晓杰莅临上海理工科

技园。



“走进产业园、服务中小微”上理科技园专场圆满结束

4月28日下午，在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协调办公

室、上海市青年联合会、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的联合指导下，以“解读新政策•为发展聚智”为主题的

“走进产业园、服务中小微”系列活动上海理工科技园

专场在园区B120会议室举行，活动由上海理工科技园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申建华主持，此类活动的举办，旨在为

园区企业提供最新及实用的信息，帮助解答大家在各自

上理科技园与杨浦劳动仲裁院联动平台合作

签署暨揭牌仪式

5月10日下午，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与杨浦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签订联动平台合作协议，参加仪式的有

杨浦区人社局副局长王秀峰、杨浦区仲裁院院长黄凯鸣、副

院长宋靖、泉海工作室主任宋泉海、上海理工科技园有限公

司总经理荆勇及园区经营班子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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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企业提供最新及实用的信息，帮助解答大家在各自

工作岗位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科技服务业：现状之下，把握机遇迎挑战

耿战修专题讲座

5月12日上午，上海理工科技园特邀科技部高新司原

巡视员耿战修同志来园区作专题培训讲座。耿战修同志以

《科技服务业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从“科技服务业的

定义及我国的发展现状、科技服务业实施案例分析、当前

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机遇、当前科技服务业面对的挑战和科

技服务业从业人员应勇敢面对，迎接挑战”五个方面详细

5月17日下午，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上海胜

康律师事务所主办的以打造“上理长白”知识社区品牌展

望为主题的人大代表园区行活动在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

科技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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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服务业从业人员应勇敢面对，迎接挑战”五个方面详细

阐述了我国的科技服

务业及2014年10月9日

国务院发布的《国务

院关于加快科技服务

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4] 49号）

的若干精神。

为进一步了解中小微企业当前存在的法律服务需求问

题，5月17日下午，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上海胜

康律师事务所邀请杨浦区司法局公律科科长童辉、科员袁

庆，以中小微企业为调查对象，通过座谈会、发放调查问

卷方式，对中小微企业法律服务需求进行了调研。



“2016创业在上海”

大赛初赛上理科技园分赛点首日聚焦

2016“创业在上海”创新创业大赛暨第五届中

国创新创业大赛（上海赛区）正式开赛。上海理工大

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作为杨浦赛区分赛点之一，承接首

日近50个项目的初赛。

2016年度杨浦技术职称申报公需科目培训

在上海理工科技园成功举办

6月25至27日，在上海市科协职称受理服务中心的支

持下，杨浦区科协联合杨浦区六家职称申报受理点在上海

理工科技园1号楼B120会议室成功举办了为期三天的2016

年度杨浦技术职称申报公需科目培训。

此次的公需课培训将继续教育培训引入杨浦、引入园

区，方便区内科技工作者咨询职称申报相关要求、参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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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方便区内科技工作者咨询职称申报相关要求、参加公

需课目培训及考核，得到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一致好评。



第五届“书亚杯”羽毛球比赛顺利闭幕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2016年第五届“书亚

杯”羽毛球比赛在春意盎然的4月里分别于22日在莘

庄羽毛球馆、27日上海理工大学羽毛球馆成功举办。

走进明媚五月——上理科技园第五季徒步活动精彩瞬间

明媚五月，春光正好，值2016年五四青年节之际，上

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开启第四季“出发即前行”徒

步活动。

青春，是道情不自禁的灿烂阳光；是一双渴望翻山越

岭的透明翅膀。5月7日，四十余位园区青年、党团员代表

来到美丽的长兴岛，迎着初夏的风，用清新而明朗的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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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机书写青年的风采。



聚焦营改增－第53期沪江创新与发展沙龙活动顺利举办

6月21日下午，上海理工科技园举行了第53期沪江创

新与发展沙龙活动，邀请了资深导师王根发先生为园区

企业财务们针对营改增后增

值税的纳税边界、增值税抵

扣原理分析、增值税不准抵

扣综合、征税凭证和简易计

税方法等内容为在座企业财

重温历史，明志笃行——七一前夕的一次党课

6月23日上午，上海理工大学产业党总支与科技园党

总支共同进行了一次联组学习，邀请上海理工大学档案

馆馆长杨佐平教授给两个总支的党员们上了一堂题为“

学中共党史，做合格党员”的报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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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方法等内容为在座企业财

务一一做了解读与分析，为

大家在日后工作中的实际操

作提供了判断的思路与合理

解决的方法。共有30余位企

业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

粽叶飘香乐满怀-上理工科技园四个一活动之学包粽子

6月7日下午上海理工

科技园有限公司四个一活

动之学包粽子在D300服务

平台火热进行。



“泉海工作室”开门问诊为企业答疑解惑

6月24日下午，来自“泉海工作室”的张雯珺等两

位老师，在上理工科技园1号楼104室正式开始了第一

次专家门诊。“泉海工作室”的专家们表示乐意为园

区企业服务，后续将提供更多、更专业的、系统化的

指导，“泉海工作室”上海理工科技园接待点致力为

园区企业和谐劳动管理建立保驾护航。

 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

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

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

开。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总经理荆勇作为

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本次大会。

 6月1日下午，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代表会议，会议期间，共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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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代表会议，会议期间，共选举

出383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上海理工科技园总经理荆勇当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蚌埠基地

 今年4月是全国第25个税收宣传月，宣传主题为“聚焦营改增试点，助力供给侧改革”。 4月29

日上午，《政风行风热线》栏目携手市地税局来到了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蚌埠基地，举

行“发挥税收职能，服务供给侧改革”为主题的现场直播活动，为园区企业朋友们提供税收方面

的政策咨询和服务。Fm107.9蚌埠新闻综合广播对活动进行了全程直播。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今天上午，本台《政风行风热线》特别节目——“双创”进行时在蚌

埠医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来自市科技局、市人社局、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蚌埠基地的

嘉宾，与大学生们面对面交流“双创”政策，创新创业之风吹满校园。

 技术转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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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转移公司

 4月27日，应上海市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奉贤区政协常委、区工商联副主席、上海新航星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志明邀请，上海理工技术转移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增豪教授、综合服务部经理

黄丽，上海理工大学“先进制造技术知识服务团队”崔建昆、白国振副教授一行，赴“上海航菱

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考察对接。

 5月5--6日，应广西南宁市科技局邀请，上海理工技术转移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增豪、科技成果转

化部主任陈善忠，赴南宁洽谈共建上海理工大学南宁技术转移工作站事宜。南宁市科技局梁展局

长、游国贤副调研员、成果管理与国际合作科邢义波科长，南宁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刘纪霜

副主任，广西博士海意信息科技公司龚家强总经理、郑贵华运营总监等参加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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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客空间与创业者的友谊巨轮扬帆起航

随着集客空间创新创业项目路演的开展，越来越

多的创业者加入了集客空间的创业平台，友谊的小船

不但没有说翻就翻，反而升级成友谊的巨轮。4月27日

下午，上海理工科技园集客空间在莘庄产学研基地开

展第五次创业项目路演活动，5位创业者带着他们的创

业计划书在活动中展示了精彩的创业项目。

当创业者遇上集客空间 -- 集客创业路演No.6精彩瞬间

5月18日，集客空间Jack space创新创业项目路演

No.6如期在上海理工科技园“孵”咖啡举办。5位来自不

同地方的创业者带着他们的激情，来到这个孵化“梦”的

地方和四位导师以及现场的观众分享他们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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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养站创业公开课NO.2-“赢，在起点”活动掠影

5月31日，集客空间“赢”养站第二期创业公开课在

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咖啡举办。

本期公开课导师阵容强大，包括成熟企业代表上海

罗富蒂曼董事长马子安；创业新秀花语创始人马瑞杰以

及资深投资人德同资本投资总监庄寒晓亲临现场与初创

学员打成一片，分享自己的故事。活动现场，导师与学

员们就初创者经常遇到的痛点展开讨论，不断在台上台

创建属于你自己的奥格瑞玛----集客空间创业路演No.7

6月16日，5位来自不同行业的小伙伴高喊着“为了

部落”，来到了上海理工大学科技园“孵”咖啡。在这

里，他们参加了第七期集客空间Jack Space创新创业路

演，与4位创业导师以及现场观众分享了他们创建属于

自己的奥格瑞玛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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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们就初创者经常遇到的痛点展开讨论，不断在台上台

下进行互动，气氛十分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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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体现“工业4.0”理念的机床率先在中国诞生？i5智能系统为何诞生在上海？

作者：俞陶然

节选：

在上理工国家大学科技园的车间里，笔者看到了沈阳机床上海研究院的“理工男”，他们有

的在拆卸装置，有的埋首于电线堆中。在他们身旁，摆放着五轴联动机床、钻攻中心、立式加工

中心等多款i5数控机床。它们是国内首创的智能机床，在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

（CeBIT）上引起了外媒和西门子的关注。

上海团队怎么会在德国提出“工业4.0”之前，开发出体现这个理念的“样板机床”？研发

人员告诉笔者，朱志浩院长经常对他们说：外企有成熟的数控系统，凭什么让客户愿意购买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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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所以要换位思考，多为客户着想，让他们觉得i5数控机床比原来使用的“好一点点”。于

是，年轻人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互联网+”。“很多人看了一眼德国工业软件就吓跑了，因为太

专业。我们就想，能否把用户界面做得接近手机软件，让人有兴趣去点击？”黄云鹰说。进而他

们想到，能否设计一个传输协议，让数控系统的所有数据能传到互联网上？在这种创新思维的指

引下，他们开发出了i5智能系统，其中一个“i”代表的就是Internet。

如今，沈机集团依托i5数控系统，正在与神州数码、光大金控合作，打造“智能云科”云制

造平台。已有2000多台i5数控机床连在云平台上，预计今年底将达到1万台。利用它们上传的数

据，智能云科在探索多种创新的商业模式，如“按件付费”机床租赁业务，为包括创客在内的客

户提供闲置机床；又如珠宝个性化定制，为消费者打造有特定要求的首饰。



集客

空间

园区

新闻

16

活动

预告

企业

风采



七月

第五十四期沪江创新与发展沙龙讲座（翔殷路基地）

Jack Space吹响创业集结号——创新创业项目路演NO.8

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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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第五十五期沪江创新与发展沙龙讲座（莘庄基地）

“迪安杯”第八届棋牌比赛

Jack Space吹响创业集结号——创新创业项目路演NO.9

集客空间“赢”养站创业公开课NO.3



谢 谢 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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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中国上海翔殷路128号
电话：51613988 传真：55227623
网址：www.usstsp.com
Add:  NO.128 XiangYin Road. Shanghai. 200433.P.R.C
Tel: 51613988  Fax:55227623  Web: www.ussts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