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4日，在杭州市萧山区东方文化园太虚湖大酒店东方厅，浙江朴鲁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湘湖科创园管理有限公司举办的单身联盟联谊会暨2016朴鲁
企业年会隆重举行，创业者们不仅在年会上通过项目路演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有的单身者还在以“日记情人节-快乐脱单”为主题的相亲活动中找到了创业路
上的人生伴侣。主办方与园区各企业负责人及各位领导嘉宾欢聚一堂，共享欢
乐时光。 本报记者 金乐平 通讯员 沈雁 文/摄

朴鲁投资举行单身相亲+资本相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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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12日上午，浙江省科技厅召开党组
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全国
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问题。厅
党组书记、厅长周国辉主持会议，各位厅领导、厅机
关各处室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和国务委
员王勇在两个会议前相关活动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传达学习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科技
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
长雨的工作报告和总结讲话精神。

会议认为，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全国知识产权
局局长会议是全国科技“三会”之后召开的重要年度
会议，两个会议主题鲜明、思路清晰、举措务实，对做
好 2017 年科技改革发展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学习领会好两个会议精神，有利于进一步加深
对党中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认识，有利于进一步
把握经济新常态下加强创新供给的使命责任，有利
于进一步明确科技和知识产权工作落实稳中求进总
基调的思路和实际举措。全省科技和知识产权系统
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会议精神。要把学习贯彻两
个会议精神与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近期关于加
快科技创新的一系列部署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省

委十三届九次、十次全会，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和省委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浙江省科
技创新、知识产权发展“十三五”规划和“一转四创”
行动计划结合起来，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
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把新任务新要求贯
彻落实到科技创新的各项具体工作中去。

会议指出，要找准方位，进一步打造浙江科技创
新高地。加快搭建创新平台。攻坚推进之江实验
室、网络信息国家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1+
2”重大研发平台建设，全力建设杭州城西科创大走
廊、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重大创新平台。加快转
化创新成果。深化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
设，加快发挥省知识产权交易中心作用，做强做大春
季、秋季科技成果竞拍。加快培育创新主体。实施
科技企业“双倍增”行动计划，全面开展“百企创强、
千企攀高、万企升级”行动，构建科技企业梯次培育
机制。加快深化国际合作。抢抓“一带一路”战略桥
头堡发展机遇，深化国内外科技交流、军民科技融
合、高校院所等对接，探索建立浙江省G20国际技术
转移中心。加快优化创新环境。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推进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发挥省科技成果转
化引导基金作用，深化完善普惠制创新券制度，积极

开展创新创业大赛、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
日等活动，营造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

会议指出，要发挥优势，加快实施知识产权强省
战略。深化细化《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省
建设的实施意见》，争取尽快列入国家引领型知识产
权强省试点，加快建立“省局会商”机制，全面启动知
识产权强省建设。更好地发挥省知识产权联席会议
办公室的作用，加快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大
力引进和培育一批高水平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重
点发展专利评议、专利分析、专利布局、专利预警、专
利价值评价等服务业，适时启动知识产权特色小镇
建设，努力打造知识产权服务业高地。

会议强调，要转变作风，努力打造浙江“科技铁
军”。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和省委十
三届十次全会精神，巩固提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成
果，切实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
识，坚定地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看齐，坚
定“铁一般的信念”、锤炼“铁一般的作风”、强化“铁
一般的担当”、恪守“铁一般的纪律”，努力打造一支

“打头阵、当先锋、做尖兵”的浙江“科技铁军”。
本报记者 林洁 实习生 钟之易

进一步打造浙江科技创新高地
省科技厅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专题传达学习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全国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精神

本报讯 1月16日，在阿里巴巴的倡议下，全球
首个大数据打假联盟在杭州成立。阿里巴巴与首期
入盟的约20个创始成员发布《共同行动纲领》，致力
于依托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让打假更有力、更高
效、更透明。

据了解，阿里巴巴大数据打假联盟采用定向邀
请制，首批入盟的成员包括Dulux、LV、施华洛世奇、
赫基集团、地素、资生堂等约20个品牌。

以往，由于执法机构、品牌权利人等多股力量并
未形成长期合力，追踪线索难以被各地共享，导致打
假变成“打地鼠”。基于此，阿里巴巴借助大数据打
假联盟成立之际，向权利人、行业协会、专家学者、律
师、知识产权代理机构以及致力于知识产权保护的
其他团体和个人发出倡议，共同构建大数据时代的

知识产权保护新秩序。
联盟成立当天，阿里巴巴作出四大承诺——持续

提供大数据和技术支持、开放并持续推动各方合作的
打假生态、对联盟会员提供阿里巴巴的优先服务、邀
请联盟会员参与阿里巴巴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调整。

“阿里巴巴将与联盟成员共享大数据和技术能力，穷
尽一切手段、掘地三尺也要把线下假货源头根除掉。”

同时，首批入盟的约 20 家品牌也作出郑重承
诺，愿意持续投入打假资源、及时履行鉴定义务、分
享假货识别知识并对消费者进行教育，以及积极参
与联盟活动。联盟成员发布《共同行动纲领》，宣誓

“从我做起，让打假更有力；共享资源，让打假更高
效；公布成果，让打假更透明”。

浙江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副总队长王晖认为，阿

里巴巴与公安机关开展了密切合作，大数据和云计
算技术为公安机关对制售假行为实施全环节全链条
查处、开展源头打击提供了有力支撑，极大地提高了
公安机关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打击效能，“希
望阿里巴巴继续运用好大数据打假新兵器，为建立
适应新时代需要的知识产权保护新秩序作出更大贡
献。”

公开资料显示，仅在2015年9月到2016年8月
之间，依托阿里巴巴大数据，执法部门已经关闭了约
675家假货的生产、库存和销售点。

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透露，成立联
盟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继续用大数据赋能打假生
态，凝聚最大社会共识，同时定期公布打假信息。

本报记者 林洁

全球首个大数据打假联盟昨在杭成立
首期约20个成员获准入盟，将定期公布打假信息

本报讯 1月15日，由浙江省戒毒管理局与杭州
赛翁思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研发的虚拟现实毒瘾评估
矫治系统在杭通过了专家论证。由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
所社会精神病学与行为医学研究室主任黄悦勤教
授，杭州市卫计委主任滕建荣教授领衔的专家组认
为，该项目创新地运用虚拟现实技术(VR），结合线
索诱发实验范式，采用心率变异性指标和对抗性条
件反射作用原理，建立了虚拟现实环境下甲基苯丙
胺渴求度的评估与矫治系统，方法科学、准确、有效，
该系统可用于甲基苯丙胺类合成毒品滥用成瘾人员
的渴求度评估和矫治。

甲基苯丙胺类毒品以化学合成为主，直接作用
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具有兴奋、致幻以及抑制中枢

神经作用。国家禁毒委员会、国家禁毒办相关数据
显示，近年来，我国滥用合成毒品人数急剧增加，年
均增长达 36%，2015 年新发现吸毒人员中 80%是滥
用合成毒品人员。“合成毒品不像传统毒品可依靠药
物治疗实行戒断，目前全球范围内并没有很好地针
对滥用合成毒品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此次运用虚
拟现实技术研发的项目，正是针对合成毒品滥用、成
瘾程度不同的吸毒人员，制定出相应治疗和干预规
范，提出统一、规范、有效的戒毒治疗、心理康复的办
法和规程的创新性尝试。”浙江省戒毒管理局副局长
姚永清表示。

据“赛翁思科技”创始人何大伦介绍，虚拟现实
毒瘾评估矫治系统主要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及心电技
术，内容分为记忆提取、厌恶治疗、回归治疗三部分，

“记忆提取主要是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带来的沉浸感，
真实还原吸毒人员大脑中关于吸毒的记忆片段；而
在厌恶治疗中，系统内置了六个短片，较为全面展示
了吸食毒品的严重后果，如并发症、副作用等，令吸
毒者对毒品产生心理厌恶。”

“记忆提取和厌恶治疗在国内外都有相关的研
究，但把两者结合用VR的形式展现出来，并应用在
戒毒领域，在全球范围内属于首创。”何大伦表示。

据悉，在此前的临床治疗上，吸毒人员在经过15
天6次虚拟现实系统治疗之后，对毒品渴求度降低
比例达到75%；而同一时间内，使用传统戒毒手法的
吸毒人员仅有3%降低了渴求度，项目计划今年3月
在全省戒毒机构中实现运用，如果项目进展顺利，会
将这项技术向全国推广。 本报记者 孟佳韵

令“瘾君子”对毒品产生心理厌恶

浙江企业首创利用VR技术戒毒

本报讯“听说县里办起了众创空间，我毫不犹
豫地选择回乡创业。除了能享受到更多的优惠政
策外，创业氛围也比往常浓厚了许多，回到家乡我们
同样可以实现梦想。”1月12日，在“初心创客”的成立
仪式现场，作为第一批入驻的企业主，绍兴市觉醒科
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郑立新双手捧着刚收
到的热乎乎的入驻证书兴奋地告诉记者。未来，新昌
的创业者们在家乡也能享受到一条龙的创业服务了。

“初心创客”是新昌县整合各方资源组建的首家
大型众创空间。空间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该空间运
用“孵化+投资+市场”的运作模式，整合了国内外诸
多资本、技术资源、管理专家资源、市场资源等。创
业者在此不仅能体验到“拎包即能入驻”的创业环

境，还可享受免费的办公场所、设备、政策咨询等一
条龙创业服务。

新昌县副县长莫靓告诉记者，新昌县目前拥有8
家上市公司，且实力强劲，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
相较而言比较薄弱。“初心创客”一方面希望通过给
创业者提供一个零成本、高效率、全开放的创业平
台，扶持更多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希望
入驻空间的项目能够围绕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
等新昌当地的重点产业打造特色产业链，与产业进
行融合，为新昌优势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据了解，“初心创客”总面积为3900平方米，设
置标准工位百余个。针对首批入驻企业，“初心创
客”众创空间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其中包括入驻

企业免三年房租，免半年水电及物业费用；入驻空间
并通过定期考核的创业团队将一次性获得2.5万元
的创业扶持资金；参加市、省及国家级创新创业比赛
获奖的创业团队也将分别获得1万元、2.5万元、5万
元的奖励。

“初心创客”在发布招商通告一天后，工位名额
随即爆满，新昌创业者们的创新热情可见一斑。莫
靓向记者透露，在对入驻项目进行严格筛选的同时，
新昌县第二个众创空间也在如火如荼地打造中。下
一步，新昌还将与县内各大龙头企业、省内的各大高
校开展合作，通过搭建平台、优化创业环境，吸引优
秀人才回巢创业。

本报记者 陈路漫 通讯员 王超平

孵化+投资+市场

新昌县首家众创空间开业

本报讯“未来一百年，人类能到哪里？”近日，杭
州市科学大讲堂第113讲邀请行星科学家、中国科学
院国家天文台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郑永春研究员，走进
长寿桥小学，与小朋友们分享航天航空知识，交流太
空探索的秘密。

那么人类为什么要移民呢？郑永春说，在地球附
近的火星和木星之间是密密麻麻的小行星带，这些小
行星经常会撞到地球和月亮。地球还会面临超级火灾
爆发、超级地震、超级海啸、小天体撞击地球、超级太阳
爆发等灾难，所以在设法规避这次灾难的同时，必须要
寻找第二个家园，要让人类移民到另外一个星球上去。

那么我们能去哪里呢？太阳系里有很多很多的
天体，但是我们唯一大规模能去的就是火星。因为它
有大气层，有一年四季，相当于地球上的南极，虽然冷
了一点但是还可以过，土壤也有很多的营养元素。有
人说还可以去系外行星，但是目前发现的离我们最近
的系外行星比邻星B，从地球上坐最快的火箭过去要
14000年，所以还去不了。还有人说通过虫洞到另一
个宇宙去，但这需要穿越，需要巨大的能量，这个能量
下所有的生命都生存不了。

而火星有一年四季，电影《火星救援》里，主角依靠
种土豆生存，这是合理的。火星的土壤是红色的，因为
火星土壤里面有含量很高的铁锈，所以火星的土壤是
红色的，为什么地球是黑色的，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有机
物，有很多的细菌、微生物，所以我们要在火星上面种
土豆的话，首先要改造土壤，让它有很多的微生物。郑
永春说，他们也做了一个火星土壤和地球土壤的对比，
发现它还挺有营养的，真的能种土豆。因此，火星是目
前人类能够到达的可以生活的最佳选择。

最后，郑永春与大家分享了一位航天开创者齐奥
尔科夫斯基说过的话：总有一天，人类将像学会骑马
那样，学会骑着小行星去旅行。
本报记者 张巧琴 见习记者 李婳 通讯员 冯江围

未来一百年
人类能到哪里？
行星科学家郑永春在杭讲解“第二家园”

本报讯 1月16日，51返呗&E都市钱包A轮千万
美元融资发布会在杭州召开，宣布完成A轮融资，投
资方为汇宇控股集团大股东、金诺房产、阿拉科技等
企业。

据悉，该轮投资由综合实力位居全国民营企业
500强之列的房地产企业汇宇控股集团大股东个人，
以及创造大江东明星楼盘的金诺房地产和被誉为新
三板五大奇股的阿拉科技联合认购新股5000万股。

全球三维地图首创者和引领者，已经成为全球市
场上最大三维地图制作商的新三板挂牌企业阿拉科
技，首次在公开场合对外明确披露要入股51返呗。

据介绍，51返呗&E都市钱包B轮融资已经有另
外的房地产集团伸出了橄榄枝。

发布会上，汇宇控股集团大股东陆巨明代表和金
诺房地产代表等认购企业签订了A轮融资协议，正式
宣布注资51返呗和E都市钱包。

据悉，本轮融资款项将用于 51 返呗加强系统开
发、平台运营、团队建设、消费场景搭建、外部平台对
接、风控体系建设等方面。51返呗CEO张杰告诉记
者，这有助于平台对线上线下消费场景的搭建，利用
返利和分期快速切分大众消费的巨大市场。

“未来，51返呗不仅是与天猫淘宝以及京东、唯品
会等平台的对接，还会针对垂直行业以及中小商超与
品牌店铺的对接，业务范围会涉及教育、创业、就业、
培训、旅行、3C产品等多个领域。”张杰表示，51返呗
会进一步围绕移动消费大数据为普通用户提供低门
槛金融服务，落实国家互联网金融普惠于民的大方
向，为提振消费经济提供源动力。

本报记者 孙常云

房企青睐新消费金融

51返呗完成A轮千万美金融资

本报讯 日前，舟山中远船务和上海中远船务联
合为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建造的浮式生产储油船——
P69 FPSO海工项目在舟山中远船务现场交付。该船
主船体全长316米，最大吃水23.146米，储油能力167
万桶，排水量约35万吨。

该项目创造了多项记录：国内最大的新造FPSO项
目，上海中远船务首个海工总包合同项目，舟山中远船
务迄今为止建造并成功交付的尺度最大、产值最大的
FPSO项目，中远海运重工成立后交付的首个大型海工
产品。

P69 FPSO海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上海中远船务
抽调240余名管理、技术、建造、调试等业务精英派驻
舟山项目现场，精心组织协调与船东及相关方在技
术、生产、检验、调试及采购等各方面的项目管理工
作，及时指导解决现场问题；强化内部协同，与兄弟企
业项目团队精诚协作，统筹协调各类资源，顽强拼搏，
为项目优质按期交付奠定了基础。P69 PFSO海工项
目也是舟山船务与巴西国家石油第二次成功合作，也
是中远海运重工喜迎开门红的新年献礼之作。

林上军 李利

舟山中远船务
新年交付首个大型海工产品

（上接A1版）
在浙江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德文提出的

“关于扩大有效投资的建议”被浙江省人大确定为
2013年度重点建议。

周德文在浙江省人大十二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
“关于引导民间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建议”，得到浙江
省人大和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浙江省发改委与省经
信委、省财政厅、省国土资源厅等19个部门会商后，认
为周德文提出的“打破垄断，拓宽民间投资领域；改善
政策环境，落实投资平等待遇；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减
轻企业负担；加强服务指导，提升民间投资水平”四条
建议针对性很强。浙江省发改委后来起草了《关于创
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实施意见》，
并由省政府发文实施。

最近，周德文在浙江省人大十二届四次会议上提
交的“关于加快浙江由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转变的建
议”，又获省人大2016年度优秀建议奖。

金国军

为中小企业代言
为民间投资寻路

1月15日，“业未央，估方自赏”2016富春硅谷C-talk年度盛典在浙江杭
州富春硅谷园区举行，本次庆典由乐客独角兽和富春硅谷共同主办。此次
盛典8个创业项目登台路演、8位大咖同台助阵。同时，集结了百余家投资机
构、400多名创业CEO、多位国内一线创投大咖以及上市企业董事长、知名艺
人等嘉宾共赴盛会。此次盛典，打破了传统路演的模式，用魔术表演、歌舞
演唱、摇滚架子鼓、挥舞闪耀“光剑”比拼项目人气等路演新形式，为与会者
奉献了一场投创界的视听盛宴。 见习记者 项明祥

富春硅谷C-talk年度盛典8个项目路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