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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项一嵚 通讯
员周鹏） 国内领先的智能硬件孵
化平台太火鸟向我市创投圈广撒

“英雄帖”，也为消费者带来了最
前 沿 的 高 科 技 产 品 。 本 月 24
日，太火鸟旗下的“铟立方未来
实验室”在中官路创业创新大街
开始试运营。

在中官路沿线的市大学科技
园内，“铟立方未来实验室”占
据了以环形玻璃为外墙的通透空
间。小巧时尚的电动自行车、拥
有四种模式的智能电动牙刷、办
公与放松两不误的按摩座椅、备
受姑娘追捧的补光化妆镜、“技
术宅”大爱的多功能电动螺丝刀
……一楼区域展示着正在该平台
热销的各种“黑科技”产品，短
短几天吸引了不少“粉丝”上门
体验购买。

“消费者越来越成熟，仅靠
新奇的概念已无法说服他们掏
钱。”实验室负责人王晋平认
为，网购智能硬件的“疯狂增长
期”早已过去，只有给消费者良
好的线下体验，才能确定某件新
产 品 是 否 合 适 、 好 用 。 这 种
O2O 展销模式已获得成功，开
在北京的“铟立方未来实验室”

直营总店月均销售额近 300 万元，
宁波的这家实验室则是太火鸟在全
国的第一家直营分店。

太火鸟与我市结缘已久。“制
造业发达，民营经济活跃，市民消
费力强，这里的创业环境不逊于北
上广。”在24日落幕的2017“奇思
甬动”中国 （宁波） 创客大赛上，
太火鸟创始人雷海波号召更多创客
落户宁波，加入中官路创业创新大
街的“朋友圈”。以市大学科技园
为核心，中官路沿线已集聚 1100
余家城市经济企业和 10 多个创业
创新平台，良好的创业生态是吸引
太火鸟“飞来”的重要原因。

在连续三年与我市各有关单位
共同筹办创客大赛的过程中，太火
鸟为参赛作品提供报名平台，也从
中“淘”到了不少大有潜力的“金
种子”。在本届创客大赛获得二等
奖的“洒哇地咔 D3 无线手持擦地
机”正是宁波的创客团队通过太火
鸟成功孵化的产品，在京东众筹平
台首发当天就卖出 1.6 万余台。获
得铜奖的“小吉/MINIJ Pro 儿童
洗衣机”也是我市创客的匠心之
作。

“宁波创投圈潜力很大。”王
晋平举例，通过首届创客大赛脱

颖而出的“微鹅”创业公司已在
市大学科技园顺利运营，其生产
的无线充电产品目前都在太火鸟
平台热卖。

市大学科技园相关负责人介

绍，太火鸟与国内超60%的智能硬
件团队有直接合作关系，可辐射几
百家软硬件开发企业，将为建设中
官路创业创新大街磁吸创新元素，
孵化创业团队。

国内领先的智能硬件孵化平台落户市大学科技园

太火鸟“铟立方未来实验室”亮相

位于市大学科技园的太火鸟“铟立方未来实验室”外景。
（项一嵚 摄）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
记者站邵滢 通讯员何渭林） 近
日 ， 记 者 从 慈 溪 市 科 技 局 获
悉，截至目前，该市共有 1162
家初创企业获宁波市科技局认
定。这些企业立足传统产业的
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以科技
创新为发展动力，不仅涵盖家
电 、 汽 配 等 传 统 优 势 产 业 领
域，而且涉足新材料、电子信
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领域，
已成为慈溪新兴产业发展的“开
路先锋”。

近年来，慈溪市从构建区域
创新体系出发，不断加大创新
主体培育力度。在扶大扶强创
新龙头企业的同时，该市重点
强化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的培育
认定工作，在科技项目立项、
研发机构建设等方面给予重点
帮扶，推动潜力企业向高新技
术企业升级。

慈溪市专门出台相关政策，
对实施“智团创业”计划的宁波
市创新型初创企业，给予 15 万
元的奖励；对新认定的慈溪市科
技 进 步 企 业 给 予 15 万 元 的 奖

励。同时，该市对新认定的慈溪
市级工程技术中心给予 5万元的
奖励；对新认定为国家、省和宁
波市级企业工程技术中心 （研发
中心） 的，分别给予 150 万元、
50万元和30万元的奖励。

经认定的慈溪创新型初创企
业，可以享受宁波、慈溪两级科
技局相关政策支持。当地共有
30 家企业取得宁波市智团创业
计划项目的政策支持。为助力初
创企业提升创新水平，慈溪市大
力发展新型科技孵化器，对被认
定为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的，分别给予 300
万元、200 万元和 100 万元的奖
励。

下一步，慈溪市将以宁波市
创新型初创企业为基础，加快

“科技进步企业”等各级各类创
新型企业梯队培育，力争今年新
认定创新型初创企业 120家、高
新技术企业 20 家以上。围绕产
业链布局创新链，当地将支持企
业与高校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和
技术攻关，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的
推广应用和新技术的产业化。

为区域科技创新培育新生力量

慈溪扶持千余
初创企业茁壮成长

大脚板走一线
小分队破难题

破难手记⑨
日前，省政府批复同意设立

宁波“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
区。综试区总体方案提出，要完
善宁波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海
上丝路贸易指数体系，推动中国
—中东欧贸易指数等新指数开
发，提升“海丝指数”国际影响
力。

外行看海上丝路指数，就是
一根线加一些数据，其实它的重
要性非同寻常。指数是航交所跨
越式发展的命脉。从两年前登陆
英国波罗的海交易所，到今年 5
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前夕惊艳亮相，宁波版“海丝
指数”已在国际舞台初露锋芒。

海丝指数的背后，凝聚了一
个勇于创新、奋发向上的建设研
发团队。目前，整个团队共有十
多个人，有负责业务的，有做算
法模型的，有负责编程开发的。
在宁波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有了
一定知名度后，我们开始思考贸
易指数的研发事宜。

此前，外贸行业往往凭借经
验来判断市场走向，比如在旺季
进行生产，淡季进行备货。“国
际贸易是国际航运的基础，贸易
指 数 是 集 装 箱 指 数 的 先 行 指
标。”按照这一思路，我们通过
700 多个日夜的探索，终于成功

开发出海上丝路贸易指数。这套
指数体系由进出口贸易指数、出
口贸易指数和进口贸易指数构
成，从总体、分区域、分运输货
类等不同维度衡量中国与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重要国家间
的经贸发展水平。

今年以来，我们利用宁波出
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的先行优势，
主动拉高标杆，加强资源整合，
着手拓展指数数据源，从指数体
系发展、大数据中心建设、平台
支撑等方面整体谋划，确保“海
丝指数”在业界的公认度和权威
性。

“政府推动+市场驱动”双
轮并进。宁波航交所加强与宁波
舟山港集团以及宁波外运、宁波
外代等大型集装箱公司和货代企
业合作，并借助数据互换、信息
共享方式，做好基础数据的采集
与分析。同时，与新华网等国内
知名网站和中国水运报、中国证
券报等专业媒体合作，定期发布
宁波版“海丝指数”，让全球范
围内更多的企业和投资人了解指
数。

现在，海上丝路贸易指数和
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实现了双向
互动。哪些国家喜欢什么产品，
哪些产品在哪个时间段畅销，哪
些时候国际航运比较繁忙，这些
数据不仅给外贸企业提供了决策
依据，而且有助于触摸航运市场
的冷暖。

（市口岸打私办航运服务管
理处 许杰明）

宁波版“海丝指数”
在国际舞台初露锋芒

本报讯 （见习记者孙佳丽
通讯员叶晨 陈希燕） 昨天，作
为人才科技周活动之一的“海智
宁波之旅”人才环境政策介绍暨
海外项目推介会举行。活动由市
科协、市委组织部 （市委人才

办） 和江北区政府共同举办，来自
美国、加拿大等5个国家的19位海
外科技社团负责人和海外专家携14
个项目参加，已达成7项合作意向。

看中了电商平台上的一件衣
服，使用电脑或智能手机的摄像头

就能完成虚拟试戴试穿；销售时用
人力寻找客户太费神，企业人工智
能可以帮助销售企业预测下一位最
佳客户；癌症也许可以通过肿瘤疫
苗实现免疫治疗……今年的推介项
目主要涉及电子信息、环保、装备

制造和新材料新能源以及健康文化
等产业。

据悉，新型微晶高分子增强纤
维素超滤膜的开发及应用项目已与
江北区的膜幻动力小镇达成初步合
作意向；基于机器学习的 AI 物联
网大数据平台项目，有望与高新区
某企业达成深度合作；治疗眼睛翼
状胬肉及青光眼的新药开发项目正
与杭州湾新区生命产业园深入对
接。

“海智宁波之旅”项目推介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董小芳 通讯
员陶琪姜） 为了便捷高效地解决
著作权纠纷，维护版权人和社会
公众的合法利益，21 日上午，
海曙区人民法院与海曙区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局、海曙区文化经营
行业管理协会共建著作权纠纷诉
调对接机制，设立著作权纠纷诉
调对接中心，充分发挥文化执
法、行业协调、法院司法等职能
优势，形成著作权纠纷的“一站
式”解决服务平台。

据悉，海曙区著作权纠纷诉
调对接中心成员由区文广局、区
文化行业协会指派的若干名调解
员和区法院指派的若干名法官组
成，下设两个调解工作室，一个
设在海曙区文化行业协会，由区
文化行业协会指定专人负责日常
管理；一个设在海曙法院调解中
心，由该院调解中心及知识产权

庭指定专人负责日常工作。海曙
法院对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立案
前或立案后，经征得各方当事人
同意，可以委派或委托区文化行
业协会调解工作室调解。

据介绍，近 3年来，海曙法
院共受理著作权纠纷案件 741
件，该类案件具有数量大、系列
案件多、涉及面广等特点。且此
类纠纷往往难以通过判决方式彻
底解决，需要通过调解促成商业
性合作。此前，海曙法院在司法
实践中通过组建文化行业协会、
加强行业自律、组织集中调解的
方式，促使海曙区 KTV 行业业
主与音集协签订著作权许可使用
协议。目前，海曙区 KTV 娱乐
场 所 与 音 集 协 的 签 约 率 达
97.87%，从根本上降低了此类著
作权纠纷再次产生的可能，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海曙著作权纠纷
有了“一站式”解决平台

昨天，村民李满芬等在村里超市买东西时用手机支付。当天，奉化大
堰镇张家村翼支付超市正式开业，这是该村智慧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项目，
以后凡在该超市买东西用手机支付，每户人家可享受最多每月150元的优
惠。 （毛节常 严龙 摄）

手机付 享优惠

本报记者 黄合

时间：9月 27日 地点：瑞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旧址群 天气：晴

飞 机 转 火 车 ，火 车 转 汽 车
——即使放在当下，从上海到瑞
金依旧是一条不那么好走的路。

1931 年 6 月 15 日，张人亚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局局长兼
印刷局局长。从繁华的上海到瑞
金，迎接他的是更为严峻的斗争
形势和更为忙碌的工作状态。

在静静的绵江河畔，树木浓

郁茂密，6米高的黄色楼房群落，一
度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的所在地。在出版局旧址，“传承
红色火种”小分队的年轻党员发现
了当年张人亚工作生活过的房间，
木床、书桌、衣柜、餐桌、煤油灯，寥
寥数物，陪伴着他走过人生最后的
岁月。

“当年党的领导干部生活作风
非常简朴，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
动。为了节省成本，原本配备的三叉
油灯往往掐掉两头，只保留一盏。”
坐在粗糙的长条凳上，一行人静静
地听着叶坪景区讲解员讲述往事。

上世纪 30年代初，由于长时间
的经济封锁，瑞金苏维埃政权的生
活条件特别艰苦，食盐、煤油、药品，
样样都缺，大家缩衣节食，为的就是
供应前线。

“在早期牺牲的高级干部中，张

人亚是比较典型因超负荷工作而病
死的。”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
念馆保管陈列部主任谢春勇说。

当时，张人亚所在的中央出版
局负责整个中央苏区的业务，工作
量大，同时还要指导地方编印发行
工作，他马不停蹄奔赴各地指导工
作，日夜操劳。

在当时苏区发行量最大的机关
报《红色中华》第 46期，研究人员找
到了悼文《追悼张人亚同志》，里面
明确了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
中央出版局局长兼代中央印刷局局
长张人亚同志在 1932 年 12 月 23
日，病故于由瑞金赴汀洲的路上。

“我记得很清楚，十多年前，当
张人亚的侄子侄女们看到这份报纸
时，一个个老泪纵横。为了找这个

‘二伯父’，他们已经辗转了上海、北
京、浙江、福建等多地。”谢春勇说。

“以前，这些只是来自于他后人
的描述；今天，当我看到这些实物，
听着这些事迹，好像张人亚就坐在
这房子面前，带着那份青涩和刚
毅。”张人亚纪念馆的筹备人之一贺
霁说，走到这里，才真的读懂了当年
张人亚所有的付出。

“瑞金是张人亚生命绽放的地
方，他带病坚持工作的画面也折射
出他顽强的革命意志，他的担当精
神！”来自霞浦街道的党员贺静丹
说。来自北仑公安分局的民警、党员
焦程表示，循着张人亚的足迹，脚踏
着红色的土地，自己感觉心情非常
沉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我们现在
的幸福生活，是先驱们用鲜血换来
的。

其实，像张人亚一样，在瑞金掩
埋了太多这样年轻的生命。为了理
想和信念，前仆后继的年轻人在这
里用自己最青春朝气的生命，凝结
着热血，积蓄着希望。

在红军广场旧址的正中央，有
一座 13米高的红军烈士纪念塔，塔
基为五角星，塔身呈炮弹形，碑身呈
土黄色。在检阅台和纪念塔的中间，
有9个2米见方的大字——“沿着红
军的血迹前进”。

热血，在这里凝结
——年轻党员重走先驱路之三

热血 信仰 足迹
党章守护人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