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有一个呼之欲出的科技类协会引起业内关注，那就是正在筹

建中的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产业协会，它将与已有的上海市测绘学会

形成互补合作关系，服务于测绘地理信息产业的集聚发展。

抱团发展 有序竞争

上海现有测绘地理信息资质单位178家，相关企事业单位超过300
家，从业人员超过 2万人，产值规模达 50多亿元，业务覆盖数据获取和

处理、地理信息软件研发、导航定位及位置服务、地理信息应用等各领

域。加强上海测绘地理信息从业单位间的协调沟通和从业单位自身建

设，营建法制、良好的市场环境，自我管理，共同发展，已成为绝大多数

行业单位的共同意愿。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上已成立了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以及中国

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测绘仪器分会，15个省份

已成立省级测绘产业协会或测绘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从已成立的测绘

地理信息协会运作成效看，面对测绘地理信息产业不断发展的大好背

景，测绘地理信息协会在自律行为、抱团发展、有序竞争、着眼长远等方

面，已成为政府指导下推动行业自律、守法、完善、发展的重要协调平台

和社会力量。上海测绘地理信息产业协会的成立，将会在推进本市测绘

地理信息产业健康持续发展方面，发挥重要的协商平台作用和社会管

理作用。

华测导航 进军全球

在市测绘地理信息产业协会筹建过程中，市测绘学会做了大量协

调、策划等工作，许多会员单位还是协会发起单位。日前，记者跟随学会

有关领导走访了其会员单位上海华测导航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杰图软

件技术有限公司，感受到上海在该领域产业科技的快速发展状况。

华测导航是我国第一款自主知识产权的测量型GNSS接收机的研

制者和推广者。已拥有11款高精度测地型GNSS接收机生产许可证，系

国内同行业中拥有许可证最多、认证精度最高的企业。

赵延平董事长对记者说，公司生产的测地型接收机是同行业唯

一获得科技部等四部委认定的“国家重点新产品”。华测是首次到达

南极内陆最高点的国产品牌，是三江源大型科考活动唯一指定产

品。在中国大陆拥有大中型客户近万家；在海外建立了覆盖欧洲、北

美、中东及非洲等区域的 3 个分公司，在 60 多个国家拥有正式授权

代理商。

2014年 10月，四川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就“四川省北斗卫星导航

CORS（实时动态全球定位系统）站网建设”进行公开招标，全球所有一

线GNSS（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品牌都参与了竞标。经过考察、比测、分析

和评估，华测导航以卓越的综合实力一举夺魁，全面承建四川北斗地基

增强系统。

2015年 4月 11日，四川省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建设通过专家验收。

验收专家一致认为：“站网服务平台具备了向全省提供高精度、高时空

分辨率、高效率的导航与位置服务能力，填补了四川省在北斗高精度位

置服务领域的空白。全面提升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在测绘基准维持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北斗卫星定位

系统在国家安全、国防建设、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杰图之路 创新引领

在杰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从公司经理手中接过了全景视频的头盔，戴上它可以看到手机里播

放的视频，随着头部的转动，记者看到视频中360度的景物，感受很奇妙。

公司经理介绍说：“这是公司近年来的一个主攻方向，这一技术可以广泛用于房地产业和新闻

行业，通过视频采访，可以对新闻现场做全景式的报道。”

作为技术领军人，这位经理说他们一直是技术的痴迷者，不断地开发出新的技术。成立于

2001 年的杰图，目前是国际领先的 360 度实景制作及展示技术提供商、街景地图鼻祖、全球首

家实现全景和GIS地图创新型结合的企业，拥有全球范围超过 2万家客户，遍及 80多个国家和

地区。

2007年，杰图与上海世博局成立联合实验室“中国 2010年上海世博会信息化实景地图技术与

产业化应用联合实验室”，为世博会建设工程进展进行数字化记录。之后，杰图承接了上海世博局可

视化工程管理系统、网上世博会省市馆等多个重大项目。基于手机平台的三维实景掌上世博项目经

上海世博局批准立项。杰图还承接了广州亚运会、广州消防等多个重大项目。

杰图是国际市场三维全景软件领导企业，有着辉煌的历史：2006年，全球第一家做街景地图，

提供街景服务，早于 google（2007年）；有20余项专利，覆盖了全景领域各个环节；2007年被硅谷《红

鲱鱼》评为“亚洲科技企业10强”。谈到成立行业协会，两位企业家都认为这将有利于上海在这一领

域的产业及其技术的创新发展。

由上海市食品学会、上海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主办的

2015第2届中国（上海）食品安全科技峰会近日在虹桥宾馆召

开。针对“食品安全领域的高新科技应用”“微生物检测与食品

安全”“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与法规”等主题，众多知名食品生产

和安全检测相关企业的代表们进行了热烈的分享和探讨。

我国食品安全水平处于世界中上游

上海海洋大学原校长潘迎捷在题为《我国食品安全的现

状、问题与对策》的主旨报告中，引用 2013年 7月英国经济学

人智库发布的《全球食品安全指数报告》内容说，目前美国、挪

威、法国 3国的食品安全状况在全球居前三，中国在 107个国

家中居第42位，处于世界中上游水平。

潘迎捷指出，通过食品安全问题的纵向演变历程可知：食

品安全水平和特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与特定社

会发展阶段的生产环境、消费环境、社会环境、产业水平等经

济因素有密切关系。20世纪中前期，食品行业掺假、欺诈现象

泛滥；20世纪中后期，环境污染问题、滥用农兽药、除草剂、化

肥等农业投入品问题日益严峻；21世纪初期，突发性致病菌

污染食品事件、生物恐怖主义的威胁等生物性危害成为新的

食品安全问题。

现阶段我国居民面临营养健康的严峻挑战。一方面，在欠

发达地区儿童成长发育迟缓，缺铁性贫血等营养不良状况依

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另一方面，营养失衡所造成的慢性代谢

性疾病已成为制约国计民生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何美、日、欧盟民众不喊“还有什么是安全的”？

据潘迎捷介绍，发达国家在食品安全领域已成功实现了

两次转型：第一次是由 19世纪后半叶开始的掺杂使假向农

药、兽 药残留为主的化学污染转型 ，标志为 1906年厄普顿·

辛克莱的《屠场》促成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

雏形。第二次是由 20世纪初农药、兽药残留为主的化学污染

向化学和生物污染并重转型，标志为 1962年蕾切尔·卡森 的

《寂静的春天》促使了美国环境保护署的成立。

美国是最早实行从“农田到餐桌”生产过程全程控制的

国家。为提高肉禽制品的安全程度，1996年美国颁布了《美国

肉禽屠宰加工厂（场）食品安全管理新法规》，新法规强调预

防为主，实行生产全过程的监控，一种食品的安全由一个部

门负责，通过关注食品从田间到餐桌全程的安全性来降低微

生物致病源的危险性。

美国、日本和欧盟每年也会爆发许多食品事件，但其民众

没有呐喊“还有什么是安全的”，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国民具有

良好的食品安全教育素养。其中，机制完善是美国科普的最大

特点，包括：完善的食品安全教育和培训体系为科普工作建立

有效的工作体系、青少年食品安全科普教育形成科普工作的

重点、专业团体与民间自发专业组织的参与提供科学建议、应

急信息的及时发布第一时间消除恐慌、食品安全应急处理中

及时的官方表态与信息更新形成正面的信息覆盖、政府信息

公开赢得公信力。有备无患的日本科普体系则侧重及时发布

科学解读。在重大食品安全问题上，发达国家政府与公众之间

的良性互动是化解问题的重要经验。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关键在农业生产环节

改革开放 30多年，我国走完了西方国家 100多年的工业

化道路，他们曾经发生过的食品安全问题，也在我国这 30多

年的改革开放中释放了出来，产生了叠加效应，形成了我国当

前处于食品安全问题凸显期、高发期的局面。

潘迎捷表示，目前欧美国家食品安全的重点是应对微生

物污染，问题主要集中在食品企业；而我国则是化学污染比较

严重，关键在农业的生产环节。这两种污染在监管模式上是完

全不同的，特别是面对众多的中小型食品企业和千家万户的

小规模农业生产，监管的难度非常大。

对比中美不同发展阶段食品安全问题，结合我国未来发

展阶段各种因素，潘迎捷认为，现阶段我国比较突出的人为食

品安全问题未来20年里将明显缓解，来自种植和养殖业滥用

药物以及环境污染造成的化学性污染、疫情疫病传播和突发

性致病菌污染造成的食源性疾病将成为未来我国食品安全的

主要特征。

本报记者 陈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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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原创者如何融资视频原创者如何融资？？

本报讯 （记者 王阳）日前，由上海健康医学院、上海

市环境科学学会和上海核学会等单位主办的微细藻类在环

境和健康领域的应用研讨会在科学会堂举行。

会议邀请了国际应用藻类学会高级理事、美国能源

部名誉顾问、以色列魏茨曼基础科学研究所教授 Ami
Ben-Amotz先生做了题为《巴氏杜氏藻的功能及其潜在应

用的可能性》的报告，他对巴氏杜氏藻作用于人体的机理

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并介绍了国际上该领域的最新研究

进展。同时，会议还邀请了拥有全球最大、技术最先进的

巴氏杜氏藻养殖基地的日本株式会社日健总本社董事长

森伸夫先生，就“利用微细藻类及天然产物构建健康社

会”进行了演讲，详细论述了微细藻类的优点、应用范围

及其独特的提取技术。

据悉，微细藻类是地球生命的起源，如今地球上已有千

万种微细藻类。巴氏杜氏藻作为微细藻类的一个特殊菌株，

它富含蛋白质、β胡萝卜素、天然维生素、矿物质、不饱和脂

肪酸以及多糖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巴氏杜氏藻在抗氧

化、调节免疫力、延缓衰老以及预防癌症等多种疾病及改良

土壤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以色列魏茨曼基础科学研究所

与日本株式会社日健总本社合作，开发出了独特的大面积

养殖技术和提取技术，对巴氏杜氏藻作用于人体的机理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

来自上海市相关学会、江苏省环保厅、上海核工程研

究设计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上海仁济医院等单位的

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进一步了解了微细藻类在

环境和健康领域的应用现状及前景，有助于让微细藻类

更广泛地服务于人类健康。

微细藻类在环境和健康领域的应用研讨会举办

刮目相看藻类对健康的作用

本报记者 王阳

由上海市网络视听行业协会主办，橙子娱

乐、娱亚互动协办的“原创+”沙龙日前举行。沙

龙以“视频原创者如何融资？”为主题，力邀知名

投资人、知名文化影视公司创始人助阵，与参会

者共同探讨行业发展新趋势。

文化影视行业里个个都是艺术家

活动现场，兰渡文化创始人陆婷婷说：“我

所服务的文化影视从业人个个都充满了文艺气

息，他们有可能是优秀的导演、剧作家、表演艺

术家……但却不一定懂得如何把握商业运作、

盈利模式。所以，在艺术家们想要创业，来个华

丽转身时，也许转身并不如所想的华丽，甚至还

会被绊倒。”

影视制作人或多或少都有些文艺情怀。他

们眼中的雪是可以带有情感的，雪飘落是可以

计算出优美时差的，因此才会有新海诚的《秒速

五厘米》。他们喜欢的是歪带着画家帽、身着沾

了白色油漆的背带裤、犹如油画里意大利街头

走出的手风琴少年……

然而当影视制作者们在用心斟酌每一个视

频里每一个镜头所呈现出的位置、布景、光线、

卡司、台词，并描述得天花乱坠时，投资人只需

淡淡打断问一句：“预计回报多少？”他们才会发

现，投入多少或许还没算清。

就此现象，大象微记录联合创始人、金爵奖

最佳纪录电影《我的诗篇》导演吴飞跃谈及自己

的创业历程也是感慨万千：“起先是源自热爱，

想挖掘工人群体的魅力展现给大众，与志同道

合的人一拍即合后就开始了四处碰壁、辗转融

资的艰难旅程。”

文艺与资本在“大众情怀”前并不矛盾

“我认为文艺与资本并不矛盾。”针对上述

困惑，身为太冠资本的投资人孙捷做出了这样

的回答，“愿意去投资影视文化行业的投资人本

身对这个行业是有一定了解甚至十分喜爱的，

否则单就目前影视文化投资的高风险而言，一

般不懂行的投资人不敢轻易涉入。”

孙捷还以自己为例，坦言曾因为喜爱文化影

视行业在影视城作为客串演员出演路人甲乙丙，

直到现在心中也依然有个关于影视的梦：“看到

投身于文化影视行业的人好似看见了自己的影

子，自然也会想助一臂之力，帮其成功圆梦。”

但身为有一定投资经验的投资人，孙捷道：

“相比之下文化影视投资人不会只是纯粹的热

爱，更多的要先理智地考虑市场、考虑大众，才能

再选择情怀。这样经过理性的综合分析判断层层

筛选后所存活下来的、值得让投资人心甘情愿投

资的项目，应当是具备‘大众情怀’的项目。”

让大众和市场熟悉你

当因“情怀”话题延伸而不可避免要谈及市

场商业模式时，集沙成塔COO尹司媛亦向大家

说明了她所了解的“众筹”领域。

尹司媛说：“在众筹市场里我们将其分为

‘熟人众筹’和‘陌生众筹’，经数据显示，99%的

众筹都是出自于熟人众筹。究其原因，是因为有

所了解，才会有所信任，否则做不大。所以在陌

生的环境下也要尽量让自己的项目‘熟悉化’，

这时候类似于路演形式的面对面交流，几乎是

不可或缺的。”

这也正印证了孙捷所言——无论是投资人还

是影视制作从业者，都应当对你所在的行业有深

入的了解，去做到“对市场熟悉、对大众需求熟

悉”。如此，才能做出真正符合“大众情怀”的项目，

才有拥有再让市场和大众反向了解你的资格。

针对本次主题的热议，上海市网络视听行业

协会秘书长王岳表示：作为计划长期规律性运作

的“原创+”项目，其意义正是要帮助文化影视从

业人更加合理明确地规划自己的梦想。也希望今

后更多有梦的文化影视从业者能来到“原创+”的

平台分享、交流、合作，最后梦想成真。

本报记者 王阳

“原创+”沙龙聚集视频原创作者、投资人和文化影视公司，力图打通文化产业链条——

作为公益性质的电影

《爸爸的晚餐》，日前在上海

科技影城免费向观众开放。

该活动由上海市科普作家协

会、上海科学会堂主办。上海

市科普作家协会陈积芳和周

昭德两位领导出席并发言。

图为科普作家与该片导演在

一起探讨电影

杨浦东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