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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博会零碳馆技术升级应用，企业放弃赴美上市瞄准科创板

“月球纤维”让建筑40分钟内成型
■本报记者 俞陶然 通讯员 吴佳妮
取用黄浦江水作为房屋的天然“空调”，通
过降解餐厨垃圾产生的生物质能发电……这
是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伦敦案例零碳馆展示的
低碳技术。世博会落幕后，零碳馆馆长陈硕走
上创业之路，带领团队研发出名为“月球纤维”
的高分子复合材料及其成型工艺，使建筑空间
能在 40 分钟内成型。最近，为了让这种新材料
加快应用于造船、航天等领域，陈硕改变赴纳
斯达克上市的计划，准备申请科创板上市。

偶然发现“月球纤维”配方
在剑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陈硕回国担
任上海世博会零碳馆馆长。 这座场馆由煤灰、
矿渣混合成的水泥建成，屋顶的风帽和光伏电
池板采集风能和太阳能，供场馆使用。参观者
用餐后， 生物质锅炉会把剩饭剩菜即时降解，
转化成电能和热能。降解后的残留物则用作生
物肥，成为屋顶绿色植被的养料。如今，零碳馆
仍保留在黄浦江畔，是上海节能环保建筑的一
个样板。
世博会后，陈硕创立上海零碳建筑科技有
限公司，带领团队继续研发低碳技术，包括他在
—研发能在常
剑桥大学读研时未完成的课题——
温常压下成型的高分子复合材料。 新材料研发

（资料）

“零碳星球度假村”与周边自然环境相得益彰。
刚开始并不顺利， 一年多的实验没有取得突破
性进展。然而，实验中一次偶然的参数误差，让
研发团队发现能在常温常压环境中固化的材料
配方。 他们将高强纤维材料均匀铺设在纤维布
表面， 形成的复合材料在固化剂作用下， 能在
40 分钟内成型。它的比强度是钢材的 25 倍，重
量却只有钢材的 4%，且具备抗辐射性。
新材料问世后，零碳科技将其命名为“月
球纤维”。 陈硕希望这种材料能让工程师在月
球上快速建造房屋，也希望它能改变建筑行业

废弃物较多、工人劳动密集的现状。

如同“星球”现竹林山水间
如今，“月球纤维” 已应用在度假村建设
上，“零碳星球度假村”先后在安吉、溧阳、宁波
和杭州建成。在施工现场，“月球纤维”能在 40
分钟内完成“琥珀化反应”，一座大型球状建筑
赫然成型。之所以把这种固化过程称为“琥珀
化反应”，是因为树脂经过千万年固化成琥珀，
“月球纤维”的固化机理与之类似，但过程仅 40

樱花季短暂“断档”，市民游客可观赏杜鹃花

A股全线收跌 成交仍破万亿

首季行情后4月成关键时点
本报讯 （记者 张杨）A 股三大股指昨天
全线收跌。沪指微跌 0.05%，报 3244.81 点；深
成指跌 0.61%， 报 10351.87 点； 创业板指跌
2.12%，报 1739.66 点。值得一提的是，沪深两
市当日成交仍破万亿，达到 10670.36 亿元。
进入二季度，A股涨势不减。尽管市场已反
弹30%左右，但投资者仍期待：春季第一波行情
后A股是否会迎来牛市第二轮？ 海通证券荀玉
根策略团队认为，牛市第一阶段源于估值修复。
目前，风险溢价和股债比价指标显示，股市风险
收益比优势已不明显。 市场进入第二阶段需确
认基本面见底。4月，随着一季度宏观数据公布，
微观企业年报及一季报陆续披露， 基本面逐步
明朗，投资者可对行情做出更明确的判断。
国泰君安策略团队认为，上涨行情虽延续
但波动加大，应适当调整仓位。同时要把握后
一阶段早周期结构性机会。资本支出、地产投
资和耐用消费品为主导的早周期板块行情有
望获得相对较高收益。

上海滨江森林公园内，园艺师正在布置杜鹃花展区。

声呐“电子警察”抓拍准确率成焦点

当事人不服处罚决定起诉
《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
39 条规定，上海市外环线以内以及公
安机关规定的其他区域为机动车禁
鸣喇叭区域。为了更准确高效地处罚
违法鸣喇叭行为，2016 年上海引入声
呐技术，在车流量、人流量较大的路
口安装声呐“电子警察”。
2018 年 5 月 12 日 18 时许，何先
生在上海市某十字路口遇红灯停车
等待时，突然收到一条市公安局某分
局交通警察支队的短信通知，提醒他
涉嫌违法鸣喇叭。道路一侧的“违法
鸣喇叭”电子显示屏滚动播出其车牌
号。何先生认为，当时他并没有摁喇
叭的行为。事后，他几次通过电子邮
件与交警支队沟通，希望对此事重新
审查。
交警支队经过调查， 认为声呐
“电子警察”记录证据确凿，违法事实

认定清楚。同年 6 月 30 日，何先生前往
市公安局某分局交通警察支队处理上
述事项，交警支队向其出具《交通违法
行为处罚事先告知书/确认单》和《公安
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 对何
先生作出罚款 100 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何先生虽在告知书和处罚决定书上签
名确认并缴纳罚款， 但对处罚决定不
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
撤销处罚决定。 因何先生是外籍身份，
根据规定，该行政诉讼需由中级以上人
民法院一审管辖。

法院称交警处罚证据充分
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何先
生违法鸣喇叭的事实是否成立、 声呐
“电子警察”抓拍是否准确有效等争议
焦点展开辩论。何先生认为，当时自己
没有鸣喇叭。 他是从事汽车声源定位
工作的， 对声呐系统的准确性和交警
支队提供的违法鸣喇叭证据即 4 张照
片存疑。交警支队指出，上海使用的声
呐“电子警察”违法鸣喇叭抓拍设备均
已通过国家权威机构检测合法。 声呐
“电子警察” 通过声阵列采集设备，采
集违法鸣喇叭的声音信号， 通过高清
摄像机采集车辆图像信号， 再分别传
输至声源自动识别系统， 进行声源定
位和图像自动抓拍识别， 即声呐定位

和视频巡查组合认定的方式， 确定违
法行为后由系统自动生成 4 张证据照
片，包括车牌细节、车辆全景、路况图
和声源位置示意图。 何先生车辆鸣喇
叭产生的点位， 就来自他的车辆引擎
盖中央，定位很精确，可以确认其违法
鸣喇叭。
上海一中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
的焦点在于交警支队认定何先生鸣喇
叭的事实是否成立， 交警支队提交的
电子监控设备记录的内容是否具有证
明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
料， 可以对违法的机动车所有人或者
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 对能够确定驾
驶人的， 可以依照本法的规定依法予
以处罚。本案中，交警支队提供的电子
监控设备拍摄的照片与告知书相互印
证，可以证明何先生于 2018 年 5 月 12
日 18 时 02 分实施了在禁止鸣喇叭区
域或路段鸣喇叭的违法行为。 故交警
支队作出处罚决定的主要证据 充 分 。
交警支队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履行了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程序， 并将处罚决定
送达何先生， 保障了何先生的程序性
权利。
上海一中院遂作出上述一审判决。

一季度渣土车酿成528起交通事故
造成10人死亡，交警将深度调查事故原因，追究涉案企业责任
本报讯 （记者 邬林桦）上海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联合市绿化和
市容管理局、市城管执法局昨天召开
本市渣土运输企业警示约谈会，160
余家企业参加会议。记者从会上了解
到，今年一季度，全市渣土运输车辆
已发生各类交通事故 528 起，同比上
升 17.1%， 其中死亡交通事故 10 起，
造成 10 人死亡， 死亡人数同比下降
37.5%。

渣土车车均违法率1.5起
今年一季度，本市渣土运输车辆
共酿成 10 起致人死亡交通事故，在
已完成责任认定的 5 起事故中，渣土
车均承担全部责任。其中 4 起死亡交

今日看点

上海杜鹃花展明开幕

上海首例电子警察抓拍违法鸣笛行政处罚诉讼案宣判

本报讯 （记者 王闲乐 通讯员
李丹阳）上海市首例因声呐“电子警
察”抓拍违法鸣喇叭行为引发的行政
诉讼案，昨天下午在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上海一中院认定
原告何先生要求撤销处罚决定的诉
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
以驳回。

分钟。通过这种独特的建筑施工，一颗颗“星
球”出现在竹林山水间，其光滑的曲面构造与
周边自然环境相得益彰。度假村内的设施也十
分绿色环保。电力依靠太阳能，实现自给自足。
度假村内建有厌氧发酵集群，能把废弃物分解
成有机肥，成为植物养料，从而大幅减少处理
废弃物的能耗。
除了建筑行业，零碳科技还拓展“月球纤
维”在其他领域的应用。液化天然气船是在零下
162 摄氏度环境中运输液化气的船舶， 被喻为
造船行业“皇冠上的明珠”。利用材料密度比水
小、强度高的特性，用“月球纤维”制成的贮液罐
会漂浮在水面上， 适合加装螺旋桨等船舶零部
件。据透露，零碳科技正在与国内一家造船集团
洽谈合作， 有望给液化天然气船的设计带来变
革方案。在航天领域，这家企业也迈出第一步，
与清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科研团队探讨“月球
登陆舱计划”研发合作。具有高强度、防辐射、良
好气密性的“月球纤维”与快速成型工艺结合，
有望让人类在月球上快速建造房屋， 在此基础
上开展科学实验，开发月球资源。
为了扩大“月球纤维”和其他低碳技术的应
用规模，去年，零碳科技在摩根士丹利、瑞士银
行等支持下，制定赴美纳斯达克上市的计划。然
而，随着我国科创板政策的陆续发布，陈硕改变
计划，正带领团队全力准备申报科创板。

通事故系右转弯未按规定让行造成，涉
及企业分别是上海创逸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 上海嘉齐市政工程配套有限公
司、上海禹程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上海
鹏润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另外 1 起死亡
事故系违法掉头造成，涉及企业为上海
陆通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渣土运输
行业百车事故率为 9.3 起， 万车死亡率
为 18 人。交通违法方面，一季度本市共
查获渣土车易致祸交通违法 8633 起，
车均违法率 1.5 起。
此外，根据交通运输行业“第三方
安全监测平台”提供的数据，今年一季
度，全市渣土运输车辆共在第三方监控
平台触发超速报警 3.77 万起，单车报警

数为 6.64 起；触发右转弯超速报警（标
准为 10 码/小时）共 7292 起，单车报警
数为 1.28 起。

加强车辆运行状态监控监管
“超速、 超载等易致祸交通违法，
是渣土车运输行业的顽疾和毒瘤。”上
海公安交警部门相关负责人表 示 ， 将
会同行业主管部门， 积极利用 GPS 动
态监控系统加强车辆运行状态监控监
管，及时开展预警提示。同时抓住事故
“深度调查”这一关键着力点，从严从
细查找事故暴露出的企业、驾驶人、道
路、 设施等各方面问题， 综合运用行
政、刑事手段，依法追究涉案企业及相
关人员法律责任。

（资料）

本报讯 （记者 陈玺撼）中樱谢幕，上海
的樱花季迎来短暂“断档期”。市民游客有什
么花可赏？市绿化市容局昨天宣布，上海杜鹃
花展将于 4 月 10 日至 5 月 5 日在上海滨江
森林公园、醉白池公园和方塔园同时举行。
上海滨江森林公园的杜鹃园占地近 100
亩，种植 400 多个品种、数万株杜鹃。园区自
2013 年起陆续引进云锦杜鹃、映山红、马缨
花等 10 多种高山杜鹃，逐步形成紫、粉、红、
白、黄等 5 大色系。今年，映山红将作为主要
观赏品种。公园内新增景点“醉红坡”，占地
300 多平方米， 种植从大别山区远道而来的
700 余棵映山红。其中有 10 余棵百年以上树
龄的映山红。 两棵来自大别山区的野生映山
红还呈现出独特的紫色， 十分罕见， 树龄约
150 年。园艺专家称，今年杜鹃花的最佳观赏
期预计在 4 月 20 日前后至“五一”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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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茅冠隽 通讯员
规
吴雄） 记者昨天从崇明区了解
划
到， 崇明首批农民集中居住建
二
房——
—竖 新 镇 农 民 集 中 居 住 项
十
目一期工程（低层区）的 66 套房
屋， 目前完成结构封顶，40 多幢
九
房屋已完成外墙粉刷，预计 5 月
个
中旬完成外墙装饰和室外总体
农
配套工程，6 月完成工程审计并
民
交付使用。同时，竖新镇农民集
中居住项目一期工程 （多层区）
集
也已确定施工方案，目前正在进
中
行测绘等工作，预计 6 月初开工
居
建设， 项目位于团城公路北侧，
住
规划建设 240 套住房。
点
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是贯彻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

竖
是崇明区委、 区政府的惠民实事
新
工程。去年 8 月，竖新镇在全区率
先启动农民集中居住项目建设，
镇
低层区和多层区建房相继开工。

建
去年 9 月， 竖新镇农民集中居住
一期项目（低层区）摇号选房工作
设
顺利开展， 参加摇号选房的村民
镇
共 66 户，分别来自惠民村、竖河

村、竖南村和竖西村。竖新镇规保
新
办主任高裕犇说， 一期工程优先
河
满足 220KV 高压线下符合相关
镇
条件的村民。 竖新镇通过前期排

摸确定建房数量， 事先详细告知
中
村民选房规则、明确选房流程，最
兴
终摇号选房率为 100%。
镇
去年 10 月， 竖新镇农民集
中居住项目一期工程 （低层区）
先
开建， 项目位于竖新镇民强村
试
内、 团城公路南侧， 占地约 33
点
亩， 前期已顺利完成土地流转。
由于项目位置靠近镇区，今后村
民入住生活将更方便。“前期我
们共设计了 5 种户型供村民选
择， 村民自行商量后选定其中 3
种户型。项目建设中，我们还安
排村民在基础构筑、二层砌筑和
结构封顶三个环节共同参与房屋质量验收，让村民
及时了解新房建设进度和质量。”
据悉，崇明全区规划29个农民集中居住点，条件
较成熟的竖新镇、建设镇、新河镇、中兴镇作为首批
试点。各乡镇的方案设计需严格按照“中国元素、江
南韵味、海岛特色”风貌要求，以及“相对集中、有序
布局、错落有致”原则，落实《世界级生态岛规划建设
导则》控制标准，充分体现世界级生态岛“生态人居”
和“保持乡村肌理、凸显乡村价值”的设计理念。
目前除竖新镇外，建设镇农民集中居住（多层
区）项目也进入公示阶段。项目总体规划建设11幢多
层电梯公寓及1幢公建配套楼， 总用地面积36686.6
平方米，规划户数332户，先行启动建设42套60平方
米房屋、10套80平方米房屋、12套90平方米房屋、12
套120平方米房屋， 这76套房屋计划于2020年3月底
前交付使用。接下来，崇明还将在市级文件框架下
进一步深化货币化置换方案，即在有一套商品住宅
的基础上，对退出农村宅基地的农民原则上按每平
方米 7000 元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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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展前巡礼（二）

江浙沪皖联合展示 全国各省市企业顺利对接

上交会助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
党中央领导人在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强调，
将支持长
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
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
体系，
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
的对外开放。
为响应号召，上交会在行动着。今年即
将举行的第七届上交会将紧紧围绕长江三角
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
发展理念，
探索个性化定制服务的合作方式，

立足上海：
扩大长三角区域技术贸易合作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
有发展潜力的经济板块， 也是国际公
认的六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 加快推
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既是大势
所趋，也是内在要求。
自 2013 年创办起， 上交会就致
力于服务长三角，促进区域创新驱动
转型发展。立足上海，联动长三角，上
交会对标国际水准，充分发挥上海开
放前沿的制度优势，推动长三角城市
在更多领域、 更高层次参加国际分
工。7 年来， 上交会用机制创新一步
步打破长三角各地“画地为牢”的科
技发展壁垒，有力地强化了长三角地
区科技融合， 也扎扎实实地打响了
“上海服务”品牌。
多年的努力在本届上交会上获得
了成效。据上交会组委会透露，本届上
交会上，工商联展区将新设长三角地区
工商业联合会专区，荟萃长三角民营企
业的技术创新和亮点产品，凸显技术贸
易的区域特点。同时，高校展区内上海
18 所理工类高校将组织开展长三角区
域的高校技术项目联动；侨商企业展团
也将重点展示“长三角一体化”一核五
圈的亮点侨商企业，服务国家战略。
第六届上交会上，上海、浙江、江
苏和安徽经上交会牵线搭桥， 首次签
署了长三角技术市场资源共享合作协
议。而在今年的上交会中，江浙沪皖更
是强强联手。其中，浙江的展位面积增
加到了百平方米以上， 重点聚焦大数

促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深入。
为此，在本届上交会上，将通过江浙沪
皖四地联动、多渠道辐射互动、组合上海及
长三角科创资源、
探索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
等合作方式，推动技术产业的有效对接。
除
此之外，上交会也力求立足上海，立足长三
角，服务全国，集中展示全国各地优秀技术
贸易成果，进一步扩大构建以上海为中心，
涵盖长三角并辐射全国的创新产业体系建
设，
助力合作交流，
推动全国科创升级。

据分析、人工智能、机器人、生命科学
等相关领域； 江苏的展位面积同样超
过百平方米， 主要展示江苏省生物医
药、人工智能和信息科技等领域成果；
安徽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企业将
继续亮相上交会， 重点宣传安徽省机
器人产业最新技术成果以及典型企业
和项目；而作为核心城市，上海则将进
一步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集中展现长
三角区域一体化在智慧城市、 新能源
汽车、集成电路、水处理项目等领域的
结晶。
考虑到 G60 科创走廊将扮演长三
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引擎”的角色，上
交会将在去年与洞泾镇签署合作备忘
录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与 G60 科创
走廊以及江苏等长三角区域城市合作
对接工作。 本届上交会首次独立亮相
的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也将展示
五市（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在
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先进制造产
业基地、 文化创意休闲基地等方面的
重要发展内容。同时，联合国工业发展
组织主题日暨 UNIDO 全球投资网络
对话长三角产业合作活动、 知识产权
主题日、上交会发布等特色活动，将从
跨国产业和技术合作、 构建知识产权
大保护格局、 探访长三角科创型企业
等角度全方位服务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助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服务全国：
频频发力助推科创升级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进程正在
不断推进， 而一体化的创新突破，

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全国发展大
局，更好地参与全球合作竞争。换言
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最终目的，就
是要进一步提升区域经济与科创实
力， 从而辐射全国 ， 更 好 地 助 力 国
家的发展。
上交会深谙此道， 正因如此，在
前六届竭诚服务的经验基础上，今
年上交会继续以“店小二”的身份，
持续服务上海与全国各省市的招商
引资、技术项目对接，频频发力助推
科创升级， 并取得了诸多发展成果。
目前，山东展团分别与来自意大利等
国家和地区，以及浙苏粤等全国兄弟
省份的客户达成采购合作意向，意向
采购金额 2000 余万元； 云南弘道中
医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已经与复旦大
学大健康产业（苏州）创新中心建立
了合作关系， 有望建立产学研平台；
而云南优鸟科技有限公司与 4 家专
注产业投资的机构初步建立了战略
合作意向，与 7 家实体产业企业在 IT
顶层信息架构设计、品牌成长规划方
面等方面达成产业转型升级及产业
孵化合作的初步意向。
另一方面，本届上交会期间，全国
各省市仍将“各显神通”，聚焦不同领
域展现自己的“十八般武艺”。其中，新
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节能环保、
生物医药四大领域成为了热点， 重庆
市商务委与天津市商务局也将利用
好上交会的优质平台，分别举办“长
江经济带及长三角地区服务贸易企
业投资洽谈会”和“汽车产业国际技
术转移服务平台推介会”， 力求达成
进一步合作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