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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科创

·资讯创
告别沉闷 服务路演也能玩高科技
“乐业上海”启航嘉年华普陀公共就业服务趣味足

趣味测试验职场能力
当天，在普陀区不到10平

方米的展台上，摆放着CS声光
电游戏设备、七巧板、孔明锁
等有趣的道具。原来这都是
五大职业能力（学习力、执行
力、思维力、表达力、领导力）
测试的活动内容，每一项测试
都由不同的游戏组成。普陀
区涵盖五大职业能力训练的
就业启航训练营，顿时成为现
场青年们关注的焦点，引得众
人排队踊跃参与，一旁还有普
陀区的职业指导师团队给予
现场指导。

在此次普陀路演活动现
场，青年们可以直接进行 OF-
FICE技能短测，观摩3D打印机
现场工作。这个活动众人驻足
观看，有许多挑战OFFICE技能

成功的青年，还当场获得了3D
打印的可爱玩偶。

现场咨询获就业新政
在求职季，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就业政策。据悉今年普陀
区根据区域就业形势与需求，
出台了2016年-2018年最新就
业政策。在这次活动上，在普
陀区的路演展位前摆放着许多
制作精美、清晰实用的宣传书
签以及最新的政策汇编，供求
职青年索取阅读，许多人当场
驻足询问了解新政。普陀区公
共就业服务还推出了宣传大使
——人偶“欧巴”，精美的人偶
也引得众多青年驻足留影。

除了路演活动，为活跃气
氛，普陀区的小伙伴们积极地
参与了献唱献演的其他活动，
走进幕后参与演唱《乐业之

歌》，走上舞台现场演出情景
剧，参加城市定向职场启航赛，
和全市的就业工作者们一起展
现公共就业服务的新风貌。

活动当天，普陀区就业促
进中心内还设置了“乐业上海”
启航嘉年华分会场，专门针对
职场人士，举办了的名为“说服
技巧”的职场菁英堂讲座活动，
吸引了50余名职场人士。讲座
互动不断，精彩的干货赢得了
一致好评。

据悉，普陀区今年还将重
装打造“普陀就业源”公众微信
号作为服务E平台，线上线下双
向联动，将就业启航训练营、就
业导航图、职场菁英堂等特色
服务内容以最佳形式、最高品
质呈现给服务对象，帮助他们
合理定位自身，理性规划职业
生涯，成为成功职场人。

枯燥乏味是很多人眼中的公共就业服务印象，似乎除了招聘会和面试会
就没有其他的了。不过，科技在发展，公共就业服务也在发展。5月27日，在

“乐业上海”启航嘉年华大型品牌推广活动现场，普陀区公共就业服务路演用
互动游戏测试职场软实力，以3D打印体验结合OFFICE技能短测，科技、趣味
与专业的炫目设置一下子抓住了路人的眼球，令人耳目一新。 青年报记者 孙琪

青年报记者 朱筱丽

本报讯 5 月 21 日，由上
海海外联谊会、上海市欧美同
学会·上海市留学人员联合会
主办，以“上海建设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战略性高端技术与政策环境”
为主题的第十届“中华学人与
21世纪上海发展”研讨会在上
海举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
长、原国务委员华建敏作主旨报
告，就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意义、上
海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作
了阐释并对上海建设科技创新
中心提出建议。

上海市委常委、上海海外联
谊会会长沙海林致开幕辞，上海
市副市长周波作主题报告，介绍
了上海贯彻中央要求建设科创
中心的工作进展和下一步打
算。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上海市
留学人员联合会会长、教育部原
副部长吴启迪主持开幕式并致

闭幕辞。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
者、企业家以及政府代表200多
位嘉宾出席。

据了解，“中华学人与 21
世纪上海发展”研讨会自1998
年以来每隔两年举办一次。
过去十多年中，研讨会先后围
绕知识经济发展、大都市生态
环境、后世博与大都市圈、国
际大都市人口等重大问题，聚
集海内外专家学者提供咨询
参考意见，已成为上海汇聚全
球智慧、助推自身发展的品牌
活动之一。

本次研讨会分成三个环节，
来自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同济大学、美国佐治亚理工
学院、阿里巴巴集团、中国商飞
等多位院士、专家和企业家代表
围绕“智能制造与信息科技”“新
能源与新材料”“生物医药与海
洋工程”三个共同关切的议题作
大会报告。潘建伟院士、王中林
外籍院士、陈赛娟院士、汪品先
院士等专家学者分别提出了意
见和建议。

青年报记者 朱筱丽

本报讯 5 月 25 日晚上 6
点 ，梦 创 大 讲 堂 ：以 色 列 谷
——科技之盾炼就创新的国
度在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1
号楼四楼报告厅成功举行。
本次梦创大讲堂活动，由共青
团上海市委员会指导，上海青
年创业学院主办，上海应用技
术大学、虹口区团区委、万科
星商汇、MCA资本奇迹联合会、
以色列计划、广中街道等单位
给予大力支持。

梦创大讲堂是上海青年创
业学院推出的专业化、特色化
的系列公益课程之一，每期邀
请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企业家
领衔主讲，分享创业的视野、理
念和经验。本次梦创大讲堂邀
请到《以色列谷》的作者、以色
列著名投资家顾克文做演讲，
他的演讲题目是“以色列谷：科
技之盾炼就创新的国度”，彭湘
墨先生担任翻译。顾克文是库
克曼投资集团创始人，光控-
Catalyst基金管理合伙人，中国
雅法库克曼投资公司董事长；
彭湘墨是雅法库克曼投资公司
董事总经理，非营利机构以色
列计划组织创始人。

讲座开始之前上海青年创
业学院院长褚敏代表学院赠
送给顾克文先生一份富有中
国特色的礼物——镶有剪纸
的中国结，顾克文先生回赠了

他亲笔签名的《以色列谷》一
书。

顾克文的演讲为大家分享
以色列创新创业的奥秘，详细
阐述了人力之盾、信息之盾、创
业之盾、新型企业孵化之盾、对
未来的预判之盾和以色列国防
军的科技之盾。这些元素综合
在一起，使得以色列形成并强
化了一个盾牌，保护着国家的
独立和高技术性，即科技之
盾。主题演讲结束后，以色列
青年企业家Itay Damti为大家
作了他的创业企业从初创到成
功的案例分享。Itay Damti 是
以色列利瑞金融技术公司创始
人 之 一 ，目 前 担 任 亚 太 区
CEO。利瑞是全球外汇经纪技
术支援及服务的先驱，一直致
力为外汇经纪商及金融机构提
高绩效和盈利，利瑞采用革命
性创新科技研发了一站式解决
方案。

互动环节中，听众踊跃且多
用 英 语 提 问 ，顾 克 文 和 Itay
Damti对各个问题都给予详细的
解答。其中有两位提问者还获
得顾克文先生亲笔签名的《以色
列谷》一书。活动结束后，听众
们纷纷与顾克文先生合影留念
并留下联系方式，以期今后进一
步学习交流。

为服务青年创业，讲座现
场还提供虹口区创业促进就业
政策汇编、企业专刊等资料免
费领取。

“中华学人与21世纪上海发展”研讨会举行

汇聚全球智慧 助推上海发展

梦创大讲堂联合以色列计划举办

科技之盾炼就创新的国度讲座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近年来，量化投资
的方法和理念被越来越多的投
资者所认识并接受。而且，互
联网金融创新热潮开始逐渐影
响到量化投资领域。

“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开始
关注量化投资这个领域，其重
要性也正逐步被大家接受和认
可。”东证期货总经理卢大印在
5月27日举办的中国量化投资
俱乐部2016年年会上表示，“相
比于传统的投资，量化投资打
破了投资范围上的局限性。依
靠投资经理个人的主观判断为
主的传统投资理念，正面临越

来越大的挑战。再加上金融科
技在技术和模式上的创新，提
高了很多效率，将带动量化投
资不断前进和发展。”

中国量化投资俱乐部理
事、真融宝董事长吴雅楠表示：

“资本市场过度散户化，个人直
接去面对风险资产是当前中国
资本市场存在的痛点之一。”这
也为互联网金融和互联网大资
管提供了发展的契机。

吴雅楠认为,互联网金融能
够在近几年中取得如此的成
功，关键还是在于能为用户提
供极佳的使用体验。

其中，智能化起到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标准化的智能投

顾系统应该是供给每个人个体
的标准化，最终可以实现的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ETF，或许听
起来不可思议，但是在互联网
业态当中，这个是可以实现
的。这也可能是未来互联网金
融发展的一个方向。

中国量化俱乐部的发起人
之一朝阳永续表示，随着国内
股指期货的发展，量化投资将
会在多个市场间实行跨市场交
易。随着量化产品的多样化、
量化投资应用领域的逐步扩
大，将吸引越来越多的私募、投
资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关注量化
投资，使其更新换代的速度日
益加速。

量化投资兴起创新热

“智能投顾”成为创业热门领域

活动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