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7青年2016年12月21日星期三
见习编辑陆天逸 美术编辑林婕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年轻态

香港理工大学颁授紫荆花杯杰出企业家奖

香港理大校董会主席陈子政先生及
校长唐伟章教授近日颁授「2016年紫荆花
杯杰出企业家奖」予十位杰出内地民营企
业家。这十位获奖企业家来自七个省市，
业务涵盖数据安全、信息科技、纺织服装、
新材料、金融商贸、汽车产业、文化产业及
机械设备等范围。

香港理大于1997年首次举办紫荆花
杯杰出企业家奖，旨在表彰对中国工商业
及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积极贡献的
优异民营企业家，并通过搭建内地及香港
企业合作平台，为香港及国家的经济发展
增添动力。香港理大唐伟章校长表示：
「本届颁发的「紫荆花杯杰出企业家奖」，
让我们可以见证内地民营企业家如何带
领他们的企业，由本土化迈向国际化，大
大促进了国家繁荣强盛。」

今年获此殊荣的企业家中有两位隶属
IT行业。分别是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周一兵先生和北京握奇数据系

统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幼君先生。周
一兵领导的神州信息是中国信息服务产业
的典范，以创新的业务模式和技术产品，引
领和推动中国信息化进程和信息服务产业
的发展。王幼君创建的握奇公司是亚太地
区智能卡企业的先导，致力为客户提供端
到端的解决方案。握奇 曾荣获国家规划
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中国软件 企业 3A
信用企业等荣誉。两位企业家皆为行业翘
楚，成就和功绩在行业起到龙头示范作用。

紫荆花杯杰出企业家奖得奖者均是
对中国工商业有重大贡献的民营企业
家。得奖者在全国范围接受提名，以独立
及客观的标准甄选出来。紫荆花杯备受
国家领导人重视，并获内地及香港的主要
商会支持。一如以往，本届紫荆花杯得奖
企业家将获邀请加入紫荆花杯杰出企业
家协会。该协会于2002年成立，目标以凝
聚香港及内地企业精英，共同为推动祖国
持续经济发展而努力。

冰城绿色食品五赴上海办展会

经哈尔滨市政府批准，2016哈尔滨绿
色食品（上海）展销会定于12月21—24日
在上海农业展览馆举办。这也是冰城第
五次赴上海举办绿色食品展销会。

据了解，2012年至2015年哈尔滨市
已连续四年在上海成功举办了绿色食品
展销会，通过四次展销会，全市农产品加
工企业签约额总计232亿元，86家农产品
加工企业在上海设立了700多个销售网
点，实现年销售收入12.4亿元，市场份额
进一步加大，产品美誉度和知晓率大大提
升，不仅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也收到
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对推动哈尔滨市绿色
食品生产，宣传哈尔滨对外开放，加深“沪
哈”两地经贸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
用，加深了上海以及“长三角”地区人民对
哈尔滨绿色食品产业的了解。

本届展销会由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主
办，哈尔滨市农业委员会、哈尔滨市政府驻
上海办事处、上海农业展览馆具体承办。

本届销展会突出“生态冰城、绿色夏
都”的鲜明主题，坚持“精品、开放、务实”
的办会原则，强调“展示成果、推动交流、
促进贸易”的办会宗旨。多视角、全方位
展示哈尔滨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中华
老字号和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

本届展销会设标准展位130个，展区

面积5400
平 方 米 ，
来自哈尔
滨市所辖
9 区 9 县
（ 市 ）的
128 家 企
业 参 展 ，
展销会产
品设为粮
油、山特、
肉 蛋 奶 、
果 蔬 、饮
品 、老 字
号 、综 合
等 七 大
类，1000多个名优新特农产品现场集体亮
相，参展产品符合“设计先进、特点突出、
包装精美、营养安全”的要求，坚决杜绝

“三无产品”。
本届展销会以“沪哈合作、互惠双赢”

为载体，借助上海国际大都市影响力，充
分展现我市大农业大市资源优势和现代
农业发展成果，通过产品展示、经贸洽谈、
项目合作、文化交流等活动，打造我市绿
色食品经贸交流合作新平台，进一步扩大
我市绿色食品产业知名度和影响力。

“探知未来”科普创新实验大赛决赛来袭 用科技创新筑梦未来

有一群热爱科技的青少年，正发挥自
己的聪明才智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各类难
题，促进社会的进步，你觉得他们会做出
点什么呢？

有三位上海高中生发挥自己的智慧，设
计出一款车位分时出租系统，让拥有空闲车
位的人通过软件，将自己的车位分时段出租
给有需要的用户。来自陕西科技大学的健
康水源梦公益团队，设计了具有物理吸附作
用、能产生生物化学作用处理水中污染物的
生物慢滤净水器。来自郑州的中学生们改
造了一款插座，让最平常不过的插座通过手
机软件和蓝牙通讯实现实时控制和定时开

关，从而实现对家用电器远程控制。
这些让人眼前一亮的科技创意作品

都来自于“SOLVE FOR TOMORROW 探知未
来2016年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
大赛”，正是它鼓励和帮助青少年学生们
将自己的创意想法真正转化为现实。

12 月 22 日，“SOLVE FOR TOMORROW
探知未来2016年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
暨作品大赛”全国总决赛即将在中国科技
馆举行，届时，来自全国各地、从10411支
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的60支具有顶尖实
力的团队将共同争夺决赛冠军奖杯，展示
中国青少年的科技素养和精神风貌。

农银基金史向明：债券市场机会是跌出来的

近期，债市继续大幅调整。但业内人
士认为，随着年底和节后资金面的好转，
债市情绪有望获得修复。农银汇理固定
收益部总经理、农银金泰一年定开债基拟
任基金经理史表示，中国债市长牛未完，
目前的调整正是布局契机，近期的下跌正

给新建仓的基金带来更好的建仓布局机
会。农银金泰一年定开债基采用“封闭管
理+定期开放”的运作模式，封闭期为一
年。在封闭期内，总资产杠杆可达到2倍，
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基金资产的增值。

广告 投资有风险

从指数结果看，上海创业生态总
指数达到72，显示出创业生态达到良
好的标准，总体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其中制度与环境建设、创业质量与成
长两个方面表现不俗，创业生态和潜
力建设有待进一步发掘。

据介绍，上海在创业生态与潜力
维度得分65，相对薄弱，由于城市区
位面积有限、部分老工业区和企业的
搬离、改造、转型等相对困难，如何克
服地理位置和纵深腹地不足等，培育
和留住行业领袖级、区域代表性的重
量级创业企业有一定难度，与北京、
深圳、杭州等相比，目前未能培育出
百度、阿里、腾讯层级的企业。

本次上海创业指数还全面描绘
了“海派创业”的特征，呈现四大亮点。

首先，从创业者看，年龄结构合
理、创业动机端正、准备认真。80后创
业成主力，90后比例增长快，超七成创
业者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调查显
示，80后的创业者占比超过了五成
（54%），而一批90后创业者正在快速加
入创业大军（16%）；创业者教育背景的
统计显示，超过七成（74%）的创业者拥
有本科及以上的教育背景，这表明大
部分上海创业者在创业时具备良好的
专业知识基础及一定的学习能力。

其次，从创业环境角度看，创业
设施齐备，民众创业包容度高。调查
发现，各级各类创业孵化场地的分

布、密度等都已经比较合理，可以满
足创业需要、服务到位，创业者能够
更好地集中精力，关注与创业经营业
务直接相关的市场推广和人力资源
环节。经过多年舆论宣传和真实成
功案例，全社会对创业的认识更加理
性和成熟，创业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
的职业选择，既不被误解为找不到工
作，也不会被升华为超级英雄。理性
创业、有序经营，享受创业的状态愈
发被公众接受，无论创业是否顺利、
成败与否，都和在其他行业的职业发
展一样被正常看待。

第三，从创业成效角度看，高学
历和技术型比例大、创业密度高、带
动和吸纳就业成效显著、国际化程度
较高。创业不仅是活跃度高，更要富
有成效，不仅“能创业”，更要“创成
业”，不能只是各种活动的场面热闹，
更要有实实在在的培育效果。从结
果看，上海的创业品质很高，在创业
国际化程度、创业者成功率、创业辐
射作用等方面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创业生态潜力看，需要关注潜
在创业者，进一步释放创新创业潜
力。上海定位于建设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科创中心，站在新的起点，自我
加压，更加深入、细致地梳理服务项
目，对创业中的融资困难、挫折项目
和有创业意愿却没有创业行动的潜
在人群等做出进一步分析和思考。

青年报资深记者 郭颖

本报讯 由比利时安特卫普MAS
博物馆借展的4艘中国古船模即日
起在位于临港的中国航海博物馆展
出。青年报记者从中国航海博物馆
获悉，这4艘中国百年古船模将在沪
展出一年。而这已是第三批“回家”
展出的中国古船模。

据悉，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举
办了一场世博会，中国首次以官方身
份参与了这次工业时代的盛会。在
这次世博会的中国展品中，出现了
120多艘各式中国帆船模型。随后，
这120多艘中国船模又“转站”1905
年的比利时列日世界博览会。之后，
它们便留在了比利时，为安特卫普
MAS博物馆所收藏。

此次来馆展出的4艘船模分别

是中式内河帆船、中式海运帆船、中
式货运帆船和香港中式货运帆船。
它们历经百年沧桑，弥足珍贵，颇具
看点。像其中一艘“中式货运帆船”
的船模长 113 厘米，宽 36 厘米，高
138厘米。桅杆上挂着一面长方形
旗帜，上面写有“两淮盐运使司”6个
汉字。据考证，此类船舶用于盐的运
输，载重210吨。以前长江流域的分
配盐是在上海以南的海滨地区生产，
并在上游用船舶进行运输，为使船舶
经受住下游地区经常遇到的恶劣天
气，这些船都是特别建造的。

记者看到，这4艘古船模虽大小
不等，但无论是船模制作的结构、比
例，还是上面的人物、色彩，都反映了
我国闽粤地区及长江内河所使用的
船型与建造工艺，对于研究中国近代
文化、经济和社会历史有重要意义。

上海城市区域创新创业指数报告发布

80、90后青年占创业群体70%

4艘中国百年古船模在沪展出
正在中国航海博物馆展出的4艘中国古船模。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由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亚洲创业教育联
盟共同完成的上海城市区域创新创业生态体系指数报告
近日对外公布，这是国内首个以创业者为核心，通过创业
者感知视角对城市区域创业生态进行的全方位研究。从
指数结果看，上海创业生态总指数达到72，显示出创业生
态达到良好的标准，总体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其中制度
与环境建设、创业质量与成长两个方面表现不俗，创业生
态和潜力建设有待进一步发掘。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