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夺乒乓男团世界冠军的徐寅生：参与这项运动，一路见证祖国越来越强

“人生能有几回搏”激励乒乓梦
■口述：国际乒联终身名誉主席 徐寅生
整理：秦东颖

直到今天，乒乓球依旧是我生命中的
重要部分，没有乒乓球就没有我。

1938 年， 我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家
庭，八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八。我是生在
旧社会，长在新中国。解放前，家里生活困
难，父亲靠卖点香烟杂货为生。

因为营养不良，我个头不高，体质也
比较差。 小时候最大的兴趣就是打乒乓

球， 那时打球简单，在
弄堂的水泥地上画个
框框，中间放几块水泥
砖，长衫一撩，就蹲在
地上打。

“野路子”也梦想为国争光
1952年，毛主席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

强人民体质”。那一年我 14 岁，别的体育运
动都不会，就喜欢打乒乓球。虽然没有接受
过正规训练，只能算“野路子”，但好在可以

博采众长，吸取人家的
优点。 当时上海工厂、

机关、学校都开展乒乓
球运动， 还有民间比
赛，我打着打着在圈子

里开始小有名气。1956年， 我在一所技工学
校学钳工，有一天有老师喊我快去市体委报
到，要参加国际乒乓球比赛。

原来，是当年的世乒赛男团亚军罗马尼
亚队访问上海，我和其他几名乒乓球好手组
成上海队出战。单打双打我都参加，第一场

单打，对手是一个大高个，我跟在后面出场，

身高反差很大，观众开始起哄。罗马尼亚选
手也好奇，怎么来了一个小孩？单打虽然我
输了，但是一搭脉，对方没有我想象中那么
厉害，我也打出过几个好球。

双打我搭档薛伟初， 有一个戏剧性场
面：轮到我发球时，我发了个自己创造的右侧
上旋球，速度很快，落到对方球台时突然拐了
一个弯儿，对方球也没接到。这下出洋相了，

就好像踢足球被人家穿裆了一样， 全场观众
大笑，对方的队友也笑了。 下转荩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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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 温度：最高 35℃，最低 27?

风向：偏南 风力：3-4级
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 温度：最高 36?，最低 27?

风向：南到西南 风力：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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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海华

上海理工大学光电学院刘一
教授在瑞典和法国有长期合作的
科研项目，今年 5月底急需前往做
实验。当时，《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
体制机制改革 增强科技创新中心
策源能力的意见》（上海科改 25

条）出台已有时日，意见规定“特殊
情况下，经所在单位和主管部门批
准，科研人员可持普通护照出国”。

如果办理因公护照签证，繁琐手续
且不论，前后至少需一个月，刘一
本人持有法国十年居住证，他向学
校递交了持普通护照出国的申请。

很快， 他的申请就被同意了，

出国手续在一个星期之内全部办
妥。“这对于科研人员参与国际交流
合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还省下了
不少时间和金钱。” 刘一感慨地说，

科研人员来不及办理因公护照签证
而错过重要的国际会议， 他也时有
耳闻， 他自己就曾因此而错过了
2018年国际激光与光电子大会。

优化科研人员出境审批，简化
科研设备采购流程，科研项目经费
实行包干制。 上海科改 25条落地
后，很多科研人员有了一种“松绑”

的感觉，获得感切实增强，从而更
加专注于创新。

出国审批流程简化
了，周期缩短了
为了让科研人员 “走出去”更

便捷，目前，已有 22家市属高校与
市外办完成了因公临时出国 （境）

审批系统对接，出国审批流程简化
了，周期缩短了。

“教师提交出国（境）申请，校
内审核后提交市外办，只需一天市
外办就会出批文，学校在网上可以
直接下载打印。” 上海理工大学国
际交流处负责人介绍，以往需安排
专人到市外办领取批文，如今不仅
缩短了流程时间，也简化了学校外
事专管员的工作。自今年 5月试点
以来， 上海理工大学已有 55个团
组 90多人次获得了这一便利。“教
师学术出访，因特殊原因，经学校
相关部门审核通过，可持普通护照
出境。 学校近期已为刘一教授等 9

人次办理。”

科改 25条明确， 对科研急需
的设备、耗材，可不进行招投标程
序，采用特事特办、随到随办的采
购机制，缩短采购周期。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招投标与
政府采购办公室主任吴刚心有戚戚焉。去年 7月底，学校
急需采购一批科研材料，若按相关规定和程序，一个流程
下来需将近一个月。正好当时《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
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简称“25 号文”）刚刚出
台，鼓励简化科研仪器设备及耗材采购流程，明确了“特事
特办”，这批急需的材料得以顺利购买。“不过，当时 25号
文并没有出具体细则。现在，教育部 37号文及上海科改 25

条已经落地了，学校趁着这一东风，制定管理办法，进一步
提升了科研人员的主体地位和科研仪器设备急需采购的
质效。”据介绍，该办法规定以下几种情况可以简化采购流
程：科研仪器设备突然损坏，急需更新采购；新引进人才开
展科研项目急需采购；计划之外下达的加急科研项目所需
采购；科研项目资金计划有较大调整急需采购等。

“科研工作具有不确定性，而以前的招投标不能满足个
性化定制要求。原来的管理维度是恶人假设性，现在我们从
干预者变为了服务员、监管员，通过制度规避风险，将管理内
化到高效的服务中去，也释放了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上海
交通大学科技项目管理中心主任韩海波说。 下转荩5版

作为今年人工智能大会主会场，正结合国家人工智能先导区建“一岛一带”应用场景示范区

聚创新资源，浦东打造 AI产业高地
■本报记者 王志彦

在浦东张江，有这么一座岛，被参访
者称为“未来岛”：在这里，物业巡逻人员
戴着现实增强眼镜，一抬头，眼前楼宇的
入住情况就会出现在眼镜屏幕上； 在这
里， 智能分类垃圾桶不仅提示垃圾类型，

还能与物业公司互动，垃圾装满前自动提
示。这就是张江人工智能岛。

2019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在上海
举行，作为主会场所在地的浦东，正利用
国家人工智能先导区建设的契机，打造上
海乃至全国的人工智能发展高地。

酷炫应用走进千家万户
张江人工智能岛位于张江科学城中

区，占地面积 6.6万平方米，地上总建筑面
积 10万平方米， 是由张江集团负责开发
运营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聚集地，是国内

首个“5G+AI”全场景商用示范园区、上海市
首批“AI+园区”试点应用场景。

目前，岛上有 21幢建筑，22个智慧未来
的应用场景，集聚了 IBM研发总部、微软实
验室、 英飞凌大中华区总部等跨国企业巨
头，同济大学上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
心等科研院所， 阿里巴巴上海研发中心、云
从科技、小蚁科技、汇纳科技、黑瞳科技等
“独角兽”企业。未来，这里将有 8000位人工
智能研发工程师和科学家在岛上工作。

在张江人工智能岛上， 人工智能应用
不仅看上去酷炫， 而且不少产品已经陆续
走进千家万户， 成为真正拉动经济发展的
重要引擎。

作为全球 AI机器视觉的引领者， 小蚁
科技通过原创边缘计算和端云结合解决方
案，让“机器眼睛”可以思考与感知，解决机
器视觉应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是张江第一
个以单品为入口构建 AI 家居生态的企业。

小蚁科技首席战略官孔华威将小蚁家庭智
能摄像机形容为“一名专业保镖，可以时刻
为你看家护院”。 除了家庭安防， 小蚁的
1080P红外全天候监控， 能满足众多日常家
居生活的功能需求。

专注于金融领域反欺诈的黑瞳科技公
司，则与公安、司法、通讯、社保、银联、铁路、

航空等权威机构建立了深度战略合作关系，

正在为包括银行、消费金融、小贷、互金等
2000多家金融企业提供智能服务。记者在现
场看到，只要在电脑上输入手机号码或身份
证号码，相关人员的风险等级，放贷前预警
指数就会清晰地显示出来，成为金融机构的
可靠帮手。

同样位于张江的亮风台公司，是全球领
先的增强现实（AR）产品与服务提供商，拥
有计算机视觉、深度学习、智能交互等人工
智能核心技术， 自主研发的 AR 云、AR 通
讯、AR 终端产品，扎根垂直市场，提供综合

性 AR 行业解决方案。今年，亮风台产品的
产值将突破 1 亿元。本周，该公司将面向全
球发售最新一款 AR眼镜，有望再次引发市
场关注。

“一岛”之外还有“一带”

张江人工智能岛只是浦东发展人工智
能产业的一个缩影。

据初步统计，浦东人工智能重点企业数
380多家，约占全市企业数量的 1/3，产业能
级达到 408亿元。 在 “上海 50家代表性 AI

企业”名单中，浦东共有 13家人工智能企业
入围。

浦东人工智能企业涉及的领域非常广
泛，涵盖基础层、核心技术层和应用层。在基
础层，浦东在芯片研发设计、制造领域具有
较强的基础优势，以寒武纪、兆芯为代表的
核心企业在芯片研发和应用服务方面已取
得领先优势。 下转荩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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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玺撼）“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上
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把
开展好主题教育作为当前首要的政治
任务，立足服务民生，全力破解基层社
会治理中的痛点难点，以实际行动将
初心与使命转化为推动特检事业高
质量发展、 服务特种设备安全运行、

保障城市公共安全的强大动力。

市特检院围绕第二届进博会以
及第 83届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大
会保障工作、老公房加装电梯等民生
关心问题，开展调查研究 51次，听取
意见建议 47 条， 检视剖析问题 40

个，均已落实整改措施。

老公房加装电梯检验提速
据预测，至 2020年，上海常住老

年人口将超过 570万，没有电梯的老
公房让居民尤其是老年居民感到出
行不便，“悬空老人” 问题愈加突出。

2019年上半年， 全市已有 30个小区
40 台加装电梯投入使用， 为 400 余
户、1000 余名市民解决了出行难题。

随着老公房加装电梯需求的日趋强
烈，加速相关审批验收流程的需求也
日益凸显。

结合主题教育活动，市特检院通
过信息化手段对每个流程进行了限
时控制，并将老公房加装电梯检验与
本市重大工程、重点项目、重要活动
特种设备检验一并纳入绿色通道，将
法定 10个工作日内出具检验报告缩
短至 6 个工作日以内。目前，市特检
院已完成对检验信息系统的升级改
造， 检验员手持机硬件设备正在更
新，新的设备投入使用后，将有效提
升数据传输效率，检验报告出具效率
将提升一倍。

仅仅压缩审批验收时限还不够，

市特检院从服务窗口走到居民家门
口， 建立了一支由 30余名党员为主
体的专家志愿者队伍，分区域与电梯
监管部门、居民社区、街道、房办等建
立联络机制，进行全方位对接，主动
为加装电梯事务提供政策、技术咨询
服务，避免人民群众因不了解相关政
策及基础技术问题造成不必要的浪
费，节约安装成本。

老旧电梯“体检”定制方案
没有电梯的老公房盼着电梯尽

快入驻， 有电梯的小区则希望平安
长久。 下转荩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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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上海科改 25条系列 髵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时时牵挂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心头，循着总书记考察
生态文明建设的足迹，新华社记者在回访中看到，我们的家园正变得越来越美 刊 3版荩

山水林田湖草，祖国山川生机盎然

金山“金 10条”出台近一年来，为实体经济带来强劲动能

滋养“小企业”也灌溉“小农场”
■本报记者 黄勇娣 通讯员 宗晨亮

公司业务不断扩大，技术智能化升
级迫在眉睫，但资金短板成为了“拦路
虎”———这是位于金山区亭林镇的汉瑞
普泽粉粒体技术有限公司去年遇到的
实际难题。但眼下，这家公司已获得了
上海农商银行金山支行提供的两笔 600

万元贷款，且利率优惠，得以及时完成

全自动化拆包等多个项目，“智造”水平
大幅提高，2018 年完成税收 550 万，增
长 200%，今年上半年完成税收 320万，

同比又有大幅增长。

“有了政策托底，银行更有意愿为
‘小而精’ 的优质实体企业提供金融支
持。” 农商银行金山支行金融部总经理
张毅坦言。他所说的政策，指的是金山
区去年 10月出台的 《关于促进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10条“干
货满满”的金融扶持政策被统称为“金
10条”。其中提出，要实现企业、政府、金
融机构三方风险共担，同时设立一系列
奖项鼓励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截至 6月底，农商银行金山支行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较去年末增长 3 亿余
元，为近 600户小微企业提供支持，占该
行全部合作企业数的七成。 下转荩4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加强
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

使千万老年人都有幸福晚年
■近日， 记者走访浙江、江

苏、甘肃等地养老院，感受到基
础设施和服务质量大幅提升给
老人生活带来的可喜变化；智能
化应用、社会力量的参与，更让
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据统计， 到 2018 年底，

我国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达
16.38 万个 ， 养老服务床位
746.3万张，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覆盖全部城镇社区和 50%以上
的农村社区

■近年来， 我国积极引导社
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 不断放宽
准入，支持依托“互联网+?的便捷
养老服务开展连锁化、综合化、品
牌化运营， 有望进一步激发养老
市场活力 刊 3版荩

宛平剧场结构初现
作为市重大文化工程建设

项目，宛平剧场改扩建工程开工
两年来， 现已完成地下结构施
工，地上结构的舞台和观众厅空
间初步可见。剧场预计今年底结
构封顶。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劳务费还可用于实验室房租
经费“包干制”，用起来更灵活

详细报道刊 5版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