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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数字经济比重不断提升
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

合，正在创造着全新的未来和
无限可能。数据显示，2017
年，数字经济在中国 GDP 中的
占比达到 36%，实现 29 万亿人
民币的贡献。到2030年时，这
一比例将会达到77%，超过153
万亿人民币的GDP贡献将来自
于数字经济。新华三称，数字
化转型是众多企业实现更好的
生存与发展必须经历的过程，
并提出数字化技术战略——

“应用驱动，融绘数字未来”。
为探索新形势下城市经济

数字化转型新路径，新华三已

连续两年发布《中国城市数字
经济指数白皮书》。今年 3 月
发布的白皮书调查评估显示，
上海市在数字经济评估中位
于领导者地位，与北京、广州、
深圳等城市一起代表了我国
数字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
总体来看，上海市在数据及信
息化基础设施领、城市服务、
城市治理、产业融合各方面，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都得到了
较为深入的应用，数字经济得
到了良好发展。

数字化解决方案
推动产业变革

作为数字化解决方案的执

行者，新华三凭借在行业洞察、
完备连接、全栈式云平台、高效
数据引擎、主动安全、AI（人工智
能）构建、数字生态汇聚和全生
命周期专业服务等方面的专业
能力，不断推动各领域产业升
级与转型，促进数字经济的快
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据了解，在本次巡展活动
中，新华三向业界展示了其数
字化技术的重要创新成果，目
前，新华三可以为用户提供包
括计算、存储、网络、安全的IT
基础设施和云计算、大数据、物
联网等创新平台，以及全生命
周期咨询与服务在内的全方位
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新华

三一直服务于上海各行各业信
息化建设，在运营商、教育、企
业、交通、物流等领域，打造了
一大批数字化转型标杆。

新华三集团高级副总裁孙
明蓝表示，数字化转型的根本
目的，是借助数字世界里强大
的可连接、可汇聚、可推演的能
力，进行产品、业务和商业模式
创新，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
率，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和
体验。作为数字化解决方案领
导者，新华三将以全面领先的
技术积累和丰富的行业实践经
验，赋予上海数字化转型升级
的能力，助力上海数字经济的
快速发展。

青年报 王娟

7月5日，王力安防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主办的中国智能锁
安防指数白皮书暨王力智能锁

“开锁挑战赛”启动仪式在上海
举行。

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
会秘书长张忠孝表示，目前，我
国智能锁行业正处于高速发展
时期，在过去一年时间里，如雨
后春笋般出现了成百上千的智
能锁厂家。这些厂家生产资质
良莠不齐，在巨大的市场机会
面前，许多厂家为了牟利，忽略
智能锁本身的安全性，只为了

安装或者销售方便，制造了一
大批电机加拉手的智能锁。这
样的智能锁根本没有安全性可
言，直接导致了小黑盒秒开智
能锁这类对门锁行业造成恶劣
影响的事件发生。针对目前行
业的种种乱象，中国安全防范
产品行业协会携手王力安防举
办此次活动，目的是为门锁行
业发声。

据了解，王力安防专注做
安全门26年，是行业内做门又
做锁的企业，只有做好安全门
的企业，才有资格制造真正安
全的智能锁。

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研发管理总部总监王国英现
场分析了目前智能锁存在的安
全隐患，并通过视频展示和现
场模拟开锁，展示了通过锡纸、
卡片、震动枪等工具如何打开
智能锁。

基于目前智能锁行业普遍
存在的安全隐患，王国英指出，
真正安全的智能锁必须达到以
下标准：防技开时间不得低于
国家C级锁标准10分钟；耐久
性测试不得低于国家标准6-10
万次；耐腐蚀测试不得低于国
家标准48小时；节能型测试每
组电池不得低于国家标准连续
开锁6千次。而王力智能锁防

技开时间长达360分钟；经过20
万次耐久性测试；耐盐雾腐蚀
标准为 96 小时；可支持 12000
次连续开启。

据悉，王力智能锁采用软
硬双防盗。硬件是王力国家研
发专利的机械锁体，防技术开
启时间远超国家标准360倍；安
全G点关门自动反锁，更适合老
人和小孩使用。软件是运用王
力智能锁独有的三防分立技
术。信息采集系统在外，防伪
识别系统在内，而中心防盗系
统则位于锁体内，即使外面板
被强拆，也不会造成锁芯被开
启。

亚马逊会员日
玩跨界营销

7月 9日，亚马逊中国宣布
与地中海邮轮及玩具制造商
LEGO 乐高达成三方跨界合作。
这也是亚马逊中国第二届Prime
会员日期间特别推出的创意活
动。据悉，第二届亚马逊中国
Prime 会员日将从 7 月 16 日上
午11点到7月18日下午3点，
52小时不间断全球畅购狂欢，
这也堪称是亚马逊全球最长的
Prime 会 员 日 。 此 外 ，中 国
Prime会员还可独享全球最大规
模的Prime会员日，届时将有来
自亚马逊中国以及亚马逊美国、
英国、日本及德国四大站点的数
万个Prime会员专享优惠。

青年报 姜卓

慕金来沪发新品

7月3日，Smoothskin慕金新
品发布暨天猫国际战略合作签
约仪式于上海举行。作为全球
首台家用脱毛仪的发明者，
Smoothskin 慕金凭借其在海外
的口碑，在登陆中国市场后便受
到了国内消费者的支持，在国内
美护设备领域占据了领先地位。

据悉，2018 最新款产品
Smoothskin MUSE，采用业内独
创无限次闪光，智能测肤以及更
强大的能量输出，超快速永久净
毛。英国品牌方 Cyden 公司
CEO Giles Davies以及全球销售
总监Simon Boyd不仅为大家讲
解了MUSE的优势和魅力，还全
面的分析了目前的脱毛仪市场，
并表示出了对中国市场的极大
的期待。天猫国际管理层向原、
万 侯 代 表 天 猫 国 际 到 场 与
Smoothskin 慕金正式签署战略
合作。本次合作的签署成功不
仅意味着天猫国际又增一名大
将，现场Smoothskin的首发新品
MUSE 也将同步在天猫国际上
线。 青年报 王娟

Amerigo教育集团
推大学优胜计划

近日，Amerigo教育集团在
上海举办美国低龄留学现状及发
展趋势研讨会。解读了Ameri-
go 独特的成功理念以及大学优
胜计划，让学生从入学至毕业各
阶段都能茁壮成长，并能顺利升
入美国顶尖高校。

据了解，Amerigo教育机构
致力于提供优质的美国寄宿高
中教育服务，强调学业成果和人
格发展并重的全方位素质培
养。在针对如何对低龄留学未
来的发展规划方面，Amerigo提
出了治学秘籍：大学优胜计划。
即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四年制
咨询辅导，旨在提升低龄学子在
申请美国顶尖大学时的竞争
力。在每一位学生进入Amerigo
校园之初，就会指派一位专属的
指导顾问，让孩子们尽快增了解
美国高校，在大学规划和申请过
程中为家长及孩子提供全方位
的协助。 青年报 王娟

中国智能锁安防指数白皮书发布

新华三集团来沪 描绘数字未来
7月 10日，紫光旗

下新华三集团 2018 百
城巡展活动来到上海，
向业界集中展示了新华
三拥有涵盖数字化基础
设施、数字化平台和基
于生态合作的数字化应
用等多个层级的数字化
解决方案全体系领先能
力，并全面分享如何通
过数字化创新推动百行
百业的数字化转型。

青年报 姜卓

青年报 王娟

7月7日，光明乳业召开优
质乳工程验收会，标志着光明
乳业旗下巴氏奶生产工厂全部
通过验收，优倍鲜奶全面开启
75℃鲜活时代。

据了解，优质乳工程涵盖
生乳、工艺和产品等方面，确定
了牛奶生产全过程的关键控制
点。光明乳业旗下9家巴氏奶
工厂全部通过验收，也是得益
于光明乳业对品质的严苛要
求。

此外，由中国奶业协会主

办的第九届中国奶业大会暨
2018中国奶业展览会于近日开
幕。光明乳业受邀参加盛会，
荣获中国奶业协会“杰出企业”
荣誉称号，光明乳业党委副书
记、总裁朱航明代表光明乳业
上台领奖。此外，光明牧业获
得“奶业脊梁企业”称号，光明
乳业质量总监王惠銘荣获“功
勋人物”称号，光明牧业总经理
王赞、首席畜牧师刘光磊荣获

“突出贡献人才”称号。
光明牧业董事长唐新仁表

示：“十年，光明乳业一直在尽
最大的努力来振兴中国奶业。

现如今，光明乳业实现了从源
头牧草种植、规模化奶牛饲养
到生产加工、物流仓储、渠道管
控乃至售后服务等各环节的可
控可追溯，建立了比较完善的
乳制品质量安全体系。牧场全
部采用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
经营管理模式，集中规范化饲
养 率 、机 械 化 挤 奶 率 均 达
100%。原料奶主要指标已步入
世界先进水平。”

本次展会上，光明乳业亮
点多多，多款新品上市，掀起乳
品新潮流。全新亮相的健能
JCAN系列，持续以“倍护健康”

为品牌核心价值，带给消费者
健康保护力，满足消费者对于
健康和养生的个性化需求。
健能 JCAN 系列中的“淘金高
手”，添加了国家发明专利金
奖 菌 株“ 植 物 乳 杆 菌
CCFM8610”，这一菌种经江南
大学专家团队采用分子生物
学手段精选而出，菌种具有良
好的镉（重金属）吸附能力。
另一款“清润高手”是将梨与
枇杷的混合果汁和牛奶共同
发酵的发酵乳，其中特别添加
由杜邦公司精选的欧洲专利
HOWARU Protect益生菌。

光明乳业通过优质乳工程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