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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等 8 大媒体关注汽车城
本报讯 日前，央视新闻、经济日
报、央广中国之声、中国电子报、中国工
业报、中国电子音像社、新华社上海分
社、央广人民广播电台上海站 8 家媒体
记者，一同参观汽车城，关注汽车城新
能源汽车的发展。
媒体团先后参观了上海新能源汽
车公共数据采集与监测研究中心和
EVZONE 试乘试驾中心。上海国际汽车
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荣文
伟就国际电动汽车示范倡议、数据中心
成立背景、新能源汽车推广与应用在大
数据上的体现和变化等分别作了介绍。

记者团还了解了数据中心在新能源汽车
大数据采集、研究和咨询上所具备的能
政策
力，
在全上海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制定与评估以及配套基础设施网络规划
上，
所能提供的咨询服务和决策依据。目
前，
数据中心已经接入超过 15 万辆新能
源汽车，
数据存储容量已达 2TB，平台接
入企业 61 家，品牌 64 个，车型 269 个，
遥遥领先于全球其他数据平台。
荣文伟向大家介绍了试乘试驾中
心。作为中国（上海）电动汽车示范城市
的核心功能性项目，EVZONE 试乘试驾
中心旨在为消费者开展国内外不同品

牌先进电动汽车的普及与推广，提高消
费者对电动汽车的认知度，帮助企业开
展品牌培育，共同促进电动汽车的示范
试乘试
推广和应用。
参观人员还了解到，
驾中心通过有效搜集潜在用户的体验数
据，持续开展了上海新能源汽车潜在用
试乘试驾中心还将
户的群体研究。
未来，
继续以“共同促进电动汽车的示范推广
“e 路向
和应用”为己任，以“e 微课堂”
前”
“ev 服务站”为核心，进一步深化“科
普宣传、试乘试驾和推广应用”3 大功
能，更好地实现服务百姓、服务企业和服
务政府的目标。
晓新

地平线发布中国首款“无人驾驶”智能视觉芯片
本报讯 于去年在安亭设立的地平
线科技又在“无人驾驶”领域火了一
把——
—创 始 人 余 凯 日 前 发 布 了 名 为
“征程”和“旭日”的两颗面向计算机视
觉的处理器，分别用于无人驾驶和智
能摄像头。
地平线首席芯片架构师在发布会上
介绍，
“征程”和“旭日”这两款芯片，性能
可达到 1Tops，实时处理 1080P@30 帧，
每帧可同时对 200 个目标进行检测、跟

踪、
识别，
典型功耗可做到 1.5w。
地平线另一位联合创始人黄畅表示，
芯片会很快进入应用阶段。此次发布的芯
片是国内第一颗专门设计的人工智能处
理器，
它完全由中国团队在国内自主研发
设计，
从指令集到架构都是国内团队申请
地平线还将为中国
的国际专利。接下来，
无人驾驶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地平线不但能够研发智能芯片，在
安亭的研发中心里，还致力于提供面向

安亭在市“诚信活动周”中获殊荣
本报讯 上海“诚信活 动 周”
——
—优秀信用案例评选暨信用 街
道（镇）示范创建活动最近在上海
跨国采购会展中心举行。安亭镇荣
获“2017 年上海市信用街道（镇）示
范创建单位”，金电联行(上海)金融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荣获“2017 上海
十大行业优秀信用案例”。
通过案例申报、网络投票及专
家评审等环节，全市共有 10 个案

例荣获“政府信用建设十大优秀案
，10 个案例荣获“行业信用建设
例”
，
十大优秀案例”
10 个单位荣获“市
。
场信用建设十大优秀案例”
据悉，开展优秀信用案例评选
活动旨在以优秀案例为标杆，带动
全社会各行业领域信用建设。上海
市优秀信用案例评选活动已连续
举办三届，成功经验已复制推广到
京津冀、
重庆等地区。
科轩

低功耗、
低成本的嵌
自动驾驶的高性能、
入式人工智能软硬件整套解决方案，其
核心是自动驾驶软件系统
“雨果”。目前
雨果平台的解决方案已经有了良好的性
能验证和落地应用。
地平线上海自动驾驶研发中心主要
定位于 ADAS 和自动驾驶的产品化研
系统的测试
发，
包括汽车级软件的开发、
以及前装客户的支
和匹配、
整车的集成，
持服务等。
胡新栋

本报讯 同济创客嘉园揭牌仪式近日
举行。同济大学校党委副书记徐建平、嘉定
区科委副主任金世珍，安亭镇、上海国际汽
车城（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创新创业控股
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应邀出席，共同为“同济
创客嘉园”和“同创谷校外合作基地”揭牌。
“ 同济创客嘉
徐建平在致辞中表示，
园”对同济嘉定校区的创新创业具有重要
的意义，希望充分发挥嘉定校区的专业特
长、学科优势，成就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梦
想。
金世珍对同济科技园嘉定园、同济创
客嘉园的建设和运营工作予以肯定，并表
示嘉定区政府将会一如既往大力支持青年
创业，对各类不同阶段的创业项目给予支
持和帮助，
做好服务工作。
“同济创客嘉园”是同济科技园嘉定
园区为满足不同阶段的创业者，特别考
虑到同济大学嘉定校区创业师生的实际
需 求 而 开 辟 的 近 1300 平 方 米 的 众 创 空
间。“同济创客嘉园”共有工位 130 个，包
括：开放式创业办公工位、小型精装办公
室（4-20 人间）、会议室、报告厅等，为嘉
定区有志于创新创业的年轻人创造了舒
适的创业环境。同济大学师生入驻“同济
创客嘉园”的创新创业企业及项目，可享
受一定的免租期和租金优惠。
胡新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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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亭举行“萌蛙杯”青少年游泳比赛

上城名都别墅区一违建被强拆
本报讯 2017 年 12 月 26 日，
位于嘉松北路的上城名都别墅区
内一处违法建筑被强制拆除。
经查，该别墅主体结构为地面
三层、地下一层，产证面积 400.5 平
方米。当事人在别墅主体东侧扩建
了两层楼砖混结构的违法建筑，违
建面积为 80 平方米。

据了解，安亭镇政府已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对该业主发出限期拆
除决定书，2017 年 12 月 6 日区政
府又对业主发出限期拆除催告书，
业主均不配合，故 2017 年 12 月 22
日区政府对业主下发了强制拆除决
定书，并告知将于12 月26 日依法实
施强制拆除。
苏凤仪

安亭健身队获市优秀品牌奖
本报讯 日前，安亭镇健身气功
项目在杨浦体育活动中心举行的
2017 年上海市社区体育“一街（镇）
一品”
展示活动中获得优秀品牌奖。
据悉，
安亭镇共有 60 多支健身
气功团队，成员来自安亭的村和社
区。多年来，安亭健身气功项目获得
上海市星级站点健身气功八段锦一

安亭镇“萌蛙杯”青少年游泳比赛日前举行。来自上
海外国语大学嘉定外国语小学、安亭小学、紫荆小学、
同济黄渡小学、方泰小学的 100 名四年级“萌蛙”一展
游泳风采。
“萌蛙计划”被列为安亭镇 2017 年政府民生实事
工程，由政府出资，每年为四年级新生免费提供游泳培
训。去年，全镇 5 所公办小学的 1183 名四年级学生参加了
培训。
“萌蛙”
程静

等奖、六字诀一等奖等各类奖项近
20 个。健身气功能调动体内的“真
气”运行，并通过主动性的自我调
节，循序渐进地调整和增强人体的
生理功能，达到强身健体、防病治
病、开发功能、延年益寿的目的，深
受市民喜爱。
胡新栋

安亭镇侨联开展结对共建活动
本报讯 日前，
安亭镇侨联分别
与安亭镇黄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玉兰第三社区开展座谈交流和结对
共建活动。
在黄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双
方就技术支持、联情联谊、宣传服
务、
沟通交流等方面达成共建协议。
侨联将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免费提
供拍摄资源，
协助完成明年"道德讲

堂"的宣传服务，定期为中心老人送
来文艺汇演。
在玉兰第三社区，双方开展结
对共建活动，
“侨之家”摄影队扶持
社区居民组建“兰馨”摄影创作小
组，由“侨之家”摄影团队指导摄影
创作，制定了“四个一工程”：拍摄一
百张反映社区生活的温暖照片；出
品一部社区微电影；制作一本摄影

创作作品集；每月一次在社区宣传
栏展示摄影创作成果。
2018 年，安亭镇侨联将继续凝
聚侨界人士之合力, 深化与基层党
组织的结对共建活动，根据自身优
势资源，主动对接社区，结合社区的
工作需求，提供社会服务，参与社区
治理。
晓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