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责任编辑 马成中

长三角联播

长三角金刊

正当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愈演愈热
之时袁与信息流密切相关的通信一体化也日
益成为关注的焦点遥 在日前结束的长三角通
信发展论坛上袁信息产业部尧各大通信运营
商尧通信设备制造商以及专家 袁探讨了这一
重要课题遥

长三角通信区域规划已着手编制

野和区域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通信发展区
域规划正在着手编制遥 冶信息产业部综合规
划司副司长钱庭硕介绍袁长三角地区是其中
的一个重点地区遥 浙江省通信管理局的有关
负责人认为袁这将是启动通信一体化的一个
重要信号袁有助于省际间通信市场的融合遥

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领先的

通信设施建设袁 使得人们对长三角地区通
信业的前景充满信心遥 信息产业部电信研
究院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认为 袁 长三角
的区域优势将使这一地区发展成为亚太通
信信息的枢纽遥 由经贸往来带动的大量通
信流量尧 各种先进通信业务的运用都将发
生在这一区域遥 正因为长三角通信业的前
景袁有学者认为袁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应
用首先选择在长三角这样的区域进行 袁是
完全有可能的遥 各种经济要素在长三角地
区内加快流动袁 正推动着这一区域的通信
市场一体化遥

通信一体化需要业务高级化支撑

今年初袁野浙江移动冶提出了野一卡双号冶

业务袁野浙江联通冶提出长三角资费统一标准袁
但在省际间仍没有成为现实遥 浙江省通信管
理局局长黄庆平认为袁 在目前国内的通信体
制格局下袁还需要克服许多障碍遥 最大的问题
在于袁 如果通信一体化进程只是让用户降低
了费用袁 相当于使三地运营商们的总收入减
少袁运营商如何肯来推动这样的野一体化冶钥

没有业务高级化的支撑袁不可能带动长
三角通信市场的一体化遥 专家们认为袁这不
仅仅是一个取消漫游费或者降低资费标准
的问题遥 现有的通信业务很难使长三角通信
市场的野蛋糕冶做大袁而多赢局面的形成才是
推动一体化的主要动因遥

有关数据已显示袁 虽然用户数不断增
加袁但运营商的通信收入并没有呈现相应的

增长遥 价格战等低级竞争方式仍是运营商竞
争的主要手段遥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吕廷杰教授主张袁 拉长通信产业链尧发
挥业务品牌效应等将有助于运营商走出目
前的竞争困境袁推动整个通信业务市场的发
展遥 在这个产业链上袁新业务的拓展会带动
长三角各运营商新的设备投入袁相关的增值
服务企业会形成更大的通信需求遥 近日袁上
海文广新闻集团尧上海移动和江苏移动签署
了一份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袁三方将共同开发
移动媒体及相关增值业务内容服务遥 信息产
业部一位负责人认为袁通信业的发展不应限
于行业以内袁更应从向行业以外的拓展中形
成健康的产业链袁包括向社会经济生活各方
面的渗透遥 苏靖

长三角通信一体化静中有动

根据叶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条例曳规定袁为体现公开尧公平尧公正
的原则袁加强社会对上海市科技进步奖项目的监督 袁现将 圆园园源 年度
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参评项目 远缘怨 项名单及其分组情况在 野上海
科技网站冶渊憎憎憎援泽贼糟泽皂援早燥增援糟灶冤上公布渊不公布项目 缘 项冤袁向全社会广
泛征求意见遥

自公布之日起袁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公布的项目及其内容持有异
议的袁或对项目完成人或完成单位有文字错漏 袁需要更正的袁应当以
真实身份书面向我办提出袁我办按规定对其身份予以保护遥 为对异议
所涉及人员进行核实尧查证袁保证实事求是尧公正地处理异议袁匿名异
议不予受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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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本报讯 马路边上的房子不要
买袁 噪声太大要要这是上海人的经
验之谈遥也许不用多久袁这个说法就
会变成野老皇历冶遥 从上海市科委获
悉院 绿化降噪研究已成为今年上海
科技攻关项目袁到明年底袁上海将诞
生首个减噪绿地遥同时袁还将为城区
绿化提供消减噪声野菜单冶院员缘 种减
噪效果良好的植物尧员园 类可减小噪
声 源要员园 分贝的植物群落遥

野绿化不仅能愉悦视觉袁净化空
气袁还是城市噪声的耶消音器爷遥 冶据
承担这项课题研究的市园林科学研
究所高级工程师张庆费介绍袁 国外
高速公路尧 轨道交通两旁普遍用绿

篱消减噪声遥 上海首个减噪绿地将
选择在轨道交通线附近兴建袁 长约
猿园园 米袁宽 员缘要猿园 米遥 目前袁课题组
已选择了本市 猿园 种主要绿化植物
进行隔声尧吸声和散射性能测试袁发
现树冠大尧 枝叶繁密的乔木袁 如柏
树尧香樟尧女贞尧石楠尧珊瑚等袁减噪
本领出色曰夹竹桃尧八角金盘尧小腊尧
蚊母等灌木袁也有阻隔噪声之功遥

绿化减噪需乔灌携手尧 地形配
合遥首先袁绿化地势变平坦为坡地曰其
次袁尽量不用或少用草坪袁因其减小
噪声的本领十分低微曰三是植物群落
中袁树种多尧层次丰富尧种植间距小袁
上中下三路都有枝叶袁才能抵御噪声

的侵袭遥 野高层植物可选择杨树尧香
樟尧女贞等袁中层可选择柏尧夹竹桃尧
珊瑚等袁下层可种植蚊母尧八角金盘
等灌木遥 冶专家介绍袁悬铃木是上海主
要的行道树袁夏天浓荫覆盖袁是良好
的隔声屏袁尽管秋冬落叶袁但如与香
樟等常绿乔木巧妙搭配袁也能充当减
噪主力树种遥

专家介绍袁 杨树可高达 员园 多
米袁 六七米高的香樟也十分常见袁
因而袁多层建筑如野隐藏冶在绿化减
噪林带后袁 减噪效果将十分明显遥
据测试袁一条厚逾 员缘 米的林带袁如
果乔灌结合袁层次丰富袁消减噪声
可达 缘 分贝以上遥

上海科研人员攻关绿化降噪
明年将诞生首个减噪绿地

本报讯 苑 月 员圆 日召开的野中国 圆园员园 年上海世博会城市
建设规划尧设计发展论坛冶上传出信息袁上海世博会的各项设
计时间表已经排定袁圆园园远 年年底前袁园区内的所有单体建筑的
设计方案都将尘埃落定遥

按照此项时间表袁今年 愿 月底袁世博园区规划设计方案将
在两轮国际规划方案征集后正式确定袁明年 缘 月以前袁中国将
向国际展览局递交注册报告袁向国际社会作出正式承诺曰圆园园远
年底袁 园区范围内的动拆迁和建筑设计工作结束 曰圆园园苑 年原
圆园园怨 年进入正式建设期曰圆园员园 年 员 月至 源 月为园区布展期遥

目前袁世博园区规划方案的第一轮角逐已结束袁员园 家机构
进入第二轮竞争遥

上海世博会各项
设计时间表排定

本报讯 第二届上海青年科技
英才正式候选人 苑 月 员圆 日产生袁他
们是王如竹尧叶青海尧江来珠等 圆园
人遥

据评选主办者上海市科协和上
海科技发展基金会介绍袁 本届入选
者中首次出现了民营尧 三资企业中
优秀科技工作者和领军人物的身
影遥此外袁正式候选人整体水平相当

高袁圆园 名候选人中袁 国家 怨苑猿 首席
科学家尧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以及近
年来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省部
级科技进步一等奖的主要完成人就
有 员员 人袁另有多人是国家科技进步
奖特等奖分项目的主要完成人或国
家重点实验室尧 国家和本市重大工
程的主要负责人遥

康南

上海青年科技英才候选人产生

本报讯 浙江中小企业特别是
成长型中小企业的发展有了科学的
衡量标准遥日前袁浙江省中小企业局
与省统计局共同研究开发并出台了
浙江省成长型中小企业评价方法
渊简称 在允郧耘孕冤遥

据介绍袁 这一评估方法借鉴了
国家成长型中小企业评价方法 袁并
结合浙江实际进行了改进和完善 袁

针对当前中小企业发展中的核心问
题袁从发展状况尧盈利水平尧经济效
率尧偿债能力尧营运能力和行业成长
性等 远 大内容的 员源 个指标袁对成长
型中小企业进行比较科学合理的评
价袁具有可操作性袁在整体上已达到
国内先进水平遥 根据该评价方法将
于近日首次认定浙江省最具成长性
中小企业 员园园 强遥 一林

本报讯 上海市政府日前召开
工业工作会议袁 对全市上半年工业
运行情况作了分析袁指出院在全市上
半年重要的工业指标均呈两位数增
长的基础上袁 上海工业同时面临应
收账款及产成品增加尧 煤电资源相
对紧张尧 吸引外资难度加大等新的
挑战遥

据介绍袁今年上半年袁全市完成
工业总产值 远缘源源援苑 亿元袁同比增长
圆缘援苑豫曰 前 缘 个月实现利润总额
源源园援员 亿元袁同比增长 源员援圆豫遥 此外袁

上半年全市工业经济运行还呈现出
规模以上工业增长高于全市平均增
长尧 出口货值增长高于同期工业生
产增长的特点遥

从会上还获悉袁 当前土地问题
已经成为上海工业招商引资的瓶
颈遥为防止经济过热袁国家严格土地
审批袁 在上海主要区县都出现了有
项目但没土地的情况遥据悉袁未来上
海将推出 缘园 个改扩建项目袁总值在
远园园 亿左右袁 这些项目不需要新增
土地袁所以得以优先审批遥

上海工业面临三大挑战
招商有项目缺土地

本报讯 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
济共同撑起了温州发展的灿烂天
空遥

目前袁 温州人在外从事三产的
人数最多袁达到 员缘缘 万人遥 这些温州
人在全国各地创办商品交易市场
圆源园 个袁市场摊位 愿援圆 万个袁贸易销
售额达 圆愿愿园 亿元袁其中销售温州产
品的营业额达 怨愿园 亿元袁 相当于温
州本地贸易的销售额遥

更为重要的是袁 一批温州知名
企业和知名品牌袁 采取多种形式实

行对外扩张袁 品牌输出成为现阶段
野走出去冶的一个新的特征遥 康奈提
出了连锁专卖的全球战略袁在美国尧
意大利尧 法国尧 西班牙等十几个国
家袁开出了 愿园 多家专卖店袁大步走
向国际市场袁 与世界品牌展开正面
交锋遥

目前袁 温州众多企业聘请了国
内外 缘园 多位明星作为形象代言人袁
遍布天涯海角的明星宣传画袁 成为
温州经济与温州人经济融合互动的
最好见证遥 潘建中

融合互动温 州 经 济
温州人经济

野上海建设
规划与设计展览
会冶 日前在世贸
商 城 举 行 袁 近
圆园园 家国内外著
名建筑设计尧城
市规划企业展出
了自己作品的原
创设计图遥 参展
企业抓住世博会
规 划 设 计 的 契
机袁打造野上海原
创冶尧野上海制造冶
的城市规划尧建
筑设计品牌遥

东彤 摄影

离今年上海工博会举办还有几个月时
间袁 一个德国展商组织者就已两次来上海讨
论参展工作曰 为了展览成功他已去过七八个
国家招展尧宣传袁他就是德国阿诺窑阿窑爱佛斯
会展公共关系公司总裁阿诺遥

日前袁 阿诺先生在沪接受了本报记者采
访遥

持续发展需要再生能源

记者院 听说您一直在通过会展推广再生
能源技术袁 这次为何决定来中国推广再生能
源技术钥

阿诺院员怨怨缘 年我就开始搞燃料电池和氢
能源技术推广袁 两年前认识了上海申正国际
商务公司丁总袁 认识到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国家遥 去年到上海看了工博会袁决定今年在
上海工博会上举办国际再生能源主题展遥

中国是个非常大的国家袁 由于工业经济
的快速发展必然带来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
大遥 所以袁可再生能源袁包括燃料电池尧氢能尧
生物柴油还有其它的再生能源对中国经济发
展是非常必要的遥

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如欧洲尧加拿大尧
美国都已进行再生能源技术开发袁 但我更看
好中国未来的发展遥

会展成功靠双脚

记者院汉诺威会展世界闻名袁而上海也在
向会展之都方向发展遥 您认为成功的会展是
怎么样的钥

阿诺院每次展览期间袁你要让参展商感到
像回到家一样袁一切都很方便遥 他在展会上的
一切事情都替他想到做到遥 比如袁参展商随时
随地要接待参观者袁有时就要准备会议室尧研
讨场地遥 餐厅要就近安排袁以便就餐后尽快回
到展馆遥

还有要不断总结袁 每年都要加入新的东
西遥 比如今年我就和丁总一同在汉诺威博览
会上组织了中国日活动袁 参展商就比较感兴

趣遥 德国总理施罗德还亲自来到展馆参观遥
此外袁 展会现场要有活动介绍参展商的

技术袁要有主持人负责介绍尧沟通和引导遥
记者院参展商的收益如何保证钥
阿诺院想参展商所想袁帮助他们做好所关

注的事情遥 一个展会有好多方面袁不能只想着
一部分袁参展商尧参观者尧后勤服务尧新闻媒体
等都要想周到遥各部分起码做到 苑园要愿园豫好袁
才能成功遥

老板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的袁 要到处看遥
渊阿诺抬起一只脚示意冤 为什么穿休闲皮鞋袁
猿园园园 多平方米的展厅袁每天在展馆要走 员缘 公
里的路遥 观察尧倾听袁了解不足的地方袁以便在
下一年做得更好遥

记者院 作为组织者怎样做才能让会展吸
引参观者遥

阿诺院光靠在桌子前打打电脑袁销售出一
些摊位是做不好会展的遥 有些组织者就是只
卖摊位袁其它什么都不管袁这样的公司不光在
中国有袁德国也有遥

参展商和参观者是会展的两个必须十分
重视的方面遥在我的数据库里袁有效的参观者
如一些专家尧学者尧研究人员有 员缘园园园 人遥 参
展商不关心有很多人参展袁 只要有两个和他
签协议的就非常高兴遥 所以我在推介展会的

时候袁不仅向参展商宣传袁还要向目标客户宣
传遥

拷贝汉诺威博览会

记者院您对上海会展有何评价袁在中国的
业务计划和目标是什么钥

阿诺院我去年了解并研究了上海工博会袁
对它的发展寄予很大希望遥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
博览会袁我们就是想把它拷贝到上海工博会遥
汉诺威有 苑园园园 个参展商袁 工博会相对较少袁
但我相信它的发展袁 将来我们可能在上海工
博会上做的比汉诺威博览会更好遥 因为整个
世界都在研究再生能源问题遥

上周袁 我在日本东京横滨市参加了一个
大型研讨会袁我介绍了上海工博会能源展袁希
望他们参加遥 近几个月袁我去过加拿大尧阿根
廷尧瑞典等七八个国家袁下一步还要去美国尧
新加坡等国家推广今年上海工博会遥 为了这
样的宣传推介每年要去 圆园 多个国家遥

办展会主题要好袁此外就是坚持下去袁好
好培养遥 今天在中国的情况已远远好于我 员园
年前开始做能源会展时的情况袁 已经有了基
础和很大发展遥 记者 王阳

拷贝国际展会
要要要访德国阿诺窑阿窑爱佛斯会展公共关系公司总裁阿诺

本报讯 苑 月 员园 日上午袁扬
州市广陵区汤汪乡九龙村留学生
助理村干部聘任暨施政演讲仪式
隆重举行遥匀葬皂蚤凿渊哈密德冤等 缘 位
留学生从汤汪乡党委书记周立等
人手中接过聘书袁 正式成为该乡
九龙村的助理村长遥据了解袁洋学
生做起了村官袁 这在全国还是首
次遥

据悉袁 哈密德等 缘 人来自叙
利亚尧摩洛哥等 源 个国家袁都是扬
州大学农学院的研究生袁 将在中
国留学 缘 年时间袁这段时间袁他们

将利用每年暑假的两个月和导师
们一起开展科技扶农尧扶智尧扶技
等工作袁 内容包括召开草莓专业
户尧 丝瓜专业户等种植大户的座
谈会袁为他们出谋划策曰为农民解
决在病虫害防治尧 菜椒落铃等方
面遇到的难题曰 帮助中小学教师
和中学生提高英语听说写等方面
的能力遥 缘 名野村官冶将定期为该
村村民服务袁 包括对村民朋友们
进行农业科技的宣传袁 实用技术
的培训等遥

景迅华

外国留学生
江苏当村官

本报讯 近日从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了解到袁该行在 苑 月中
下旬有望正式向江苏
省内居民发行欧元国
际卡袁这是亚洲地区金
融机构发行的首张欧
元国际卡袁也是继美元
卡尧港币卡之后新增的
又一国际卡遥

据省中行有关人
士介绍袁 即将发行的
欧元卡分为金卡尧普
通卡两种袁 最高信用
额度为 源源源园园 欧元曰
金卡尧 普通卡的最低
额度分别为 源缘园园 欧
元尧缘园园 欧元遥 这种欧
元卡通用于欧洲 员圆
国袁 可以用来消费尧
渊柜台辕粤栽酝冤 取现尧
渊柜台辕自动转账冤还
款尧免息分期付款尧消
费积分尧国内改密等遥
此外袁 还附加了一些
特殊服务袁比如 圆源 小
时电话热线服务尧全
球紧急支援尧 紧急补

发卡等遥 其中袁原币消费尧免除兑换
损失将成为欧元国际卡最大的优
点遥

今年秋欧洲 圆怨 国将对中国公
民开放旅游袁 雅典奥运会也将顺利
举行袁去欧洲的江苏人会越来越多袁
欧元国际卡的发行将为这部分赴欧
人士提供更多的便利遥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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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本报讯 苑 月
远 日袁 首届长三角
道路 运政稽查 联
席会议在 宁 波 召
开遥 与会人士评论
称袁长三角地区道
路运政工 作 从 此
将走向信息互通尧
管理同步 的 一 体
化轨道遥

长三角地区三
省渊市冤的年道路客
运量达 圆猿援远 亿人
次袁占全国的 员远豫袁
年道路货 运 量 达
员缘援圆猿 亿吨袁占全国
的 员源豫遥

联
席
会
议
钻整
合
纂

长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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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近日袁浙江桐庐二小组织学
生来到农村的瓜果园袁对瓜果进
行实地观察和了解袁使未成年人
感受到农民稼穑的艰辛遥

扬州市组织的野青春创业博
士行冶 活动来到田间地头袁野土专
家冶 与留学生为当地大棚蔬菜号
了一回脉遥

浙江省首个科技创新操作室
日前在宁波市解放南路小学落成
揭牌遥缘园余名学生在辅导员的指导
下进行了各种科技小制作活动遥

苑月 员员日袁是我国伟大的航
海家郑和七下西洋首航纪念日袁
南京市民登上首次来宁访问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野郑和舰冶遥

浙江出台中小企业评价方法
据此认定最具成长性中小企业百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