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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次展览的一部重头

戏，科学可视化艺术可以归功于
一位名叫梁琰的科学可视化艺
术家。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利用计
算机图形学来创建视觉图像，帮
助人们理解科学技术那些错综
复杂且往往规模庞大的数字表
现形式。通过这样的技术，你可
以清晰地看到一朵夏槿花在氢
氧化钠溶液中变色的全过程，也
可以看到金属锌如何将硝酸铅
溶液中的金属铅置换出来，变成
一棵棵“铅树”……

为了拍摄到每个化学反应
最具“个性”的现象，梁琰用到了
最新的4K高清摄影机来捕捉化
学反应中的缤纷色彩和微妙细
节。2015年 4月，他的化学反应
视频《美丽化学》出现在由 2013
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禁止化学
武器组织（OPCW）”为纪念化学
武器第一次大规模使用 100 周
年制作的纪录片 Remembering
Ieper 中。其后，梁琰又与美国
Betabrand 公司合作，希望通过
众筹的形式，将《美丽化学》转化
成独特的服装设计。8月的 2015
上海国际科学与艺术展上，高清
无码的《美丽化学》视频也将在

现场等候大家，期待科学与艺术
因您的快乐而“化合”。

多元体验打造“科艺之夏”

如果说，多才多艺不仅是达·
芬奇，而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所
有天才普遍具有的一个品质；那
么，今天的文明仍需要对文艺复
兴时期的文明“饮水思源”。由上
海市科协、上海市文联、中科院上
海分院、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
会共同主办的 2015上海国际科
学与艺术展想传递的正是这一人
类文明在回顾与借鉴历史中更好
地把握当代的信息。据悉，本届科
艺展将联动 2015米兰世博会现
场，同步呈现裸眼3D的《清明上
河图》长卷。此外，科艺展还将携
手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等文化
机构，拓展活动外延，打造一个
多元体验、多种参与方式的“科
艺之夏”。

本次展览为免费开放。观众
除了可提前登录科艺展官网

（www.sisae.net）、官方微信、微博
平台等索票，也可以到现场索
票。本届展会为期 10天，将持续
到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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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卡布奇诺”，首先印入脑海的是
一杯散发着浓郁香味的意大利咖啡。而对
于上海晨想集团总裁赵玉涛来说，“卡布
奇诺”不仅仅是一杯咖啡，更是创业历程
中的一个里程碑——公司研发的第一款
自主品牌手机。

在做了多年手机设计和代工之后，赵
玉涛终于“忍无可忍”地走上了树立品牌
之路。他认准了老年智能手机的市场空
白，集企业创新研发之力，开始了“二次创
业”之路。

在近 20 年的事业生涯中，赵玉涛所
经历的、感悟的、成功的一件件事情，折
射出有着“世界加工厂”称号的中国制造
业的发展步伐，成为其艰难转型的一个
缩影。

只做高端代工

1996年，当赵玉涛走进摩托罗拉在中
国设立的工厂时，第一感觉就是震撼。“整
洁的厂房、闪亮的机器，一切都表现出这
家当时正如日中天的手机制造公司的强
大与品质。”赵玉涛说，这是他第一次认识

到一个品牌企业应该具有的特征。作为一
名技术人员，赵玉涛当时并没有想到就是
这样一个想法对他的创业产生了什么样
的影响。他更关注的是如何根据需求，设
计出一款手机。

从一开始设计摩托罗拉的手机，到
2001 年为海尔、TCL、康佳等国内品牌作
手机代工设计，赵玉涛成了国内第一批手
机设计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这使得赵玉
涛能够轻而易举地进行个人创业，但同时
也导致了一个难以抗拒的惯性作用：即使
在 2010 年到上海开始创业后，他的主要
项目也仅仅是为国产机进行代工设计。

但与其他手机代工设计公司不同，
赵玉涛对于树立品牌的渴望不但一直难
以磨灭，而且越来越深刻。他并不是来什
么单子就接什么单子，而是注重差异化，
主攻中高端国内市场的细分领域。除此
之外，即使是大公司来的订单也会被赵
玉涛拒之门外：“当 4G手机出来以后，我
们就接 4G手机的代工设计，所有 3G手机
代工设计都不接了。”而这样做，尽管会
在短时间内损失一些订单，但从长远看
却锻炼了研发能力、树立了品牌。当近些
年手机代工市场经历大浪淘沙之后，赵
玉涛的企业已经实现年产 300万台手机，

产值超 4亿元。

在“中老年跑道”起飞

在手机代工市场稳稳立足，并没有让
赵玉涛高兴。与中国制造业一样，赵玉涛
已经厌倦了搬砖头、贴牌，厌倦了将最大
价值拱手让给品牌公司，厌倦了代工企业
不得不迎合品牌企业需求的现状。用赵玉
涛的话来概括就是“对代工有着切肤之
痛”。他与它，都渴望创新、渴望拥有真正
的市场影响力和品牌价值。

如何树立品牌？赵玉涛依然希望在手
机市场中寻找蓝海。在很多人眼中，赵玉
涛简直就是在自寻死路：前有华为，后有
小米，哪里还有蓝海？但赵玉涛却胸有成
竹：手机市场是犹如一个大飞机场，在“中
老年跑道”上还没有一个有号召力的品牌
能够起飞。而如今，老年人的手机正在从
功能机转向智能机的浪潮中，这成为二次
创业的良机。

在为公司的老年人智能机命名时，赵
玉涛提出的“卡布奇诺”再次让同伴们瞠
目结舌：干嘛用咖啡命名一部手机？咖啡、
手机会不会搞不清楚？赵玉涛这样诠释

“卡布奇诺”的理念：希望这一老年手机品

牌如咖啡一样时尚、有情调，又代表了一
种惬意的慢生活。这最终说服了同伴。

“卡布奇诺”受欢迎

对于自己理想中的“卡布奇诺”，赵
玉涛倾注了全部心血。公司的研发力量
被集中起来，研制符合老年人需求的手
机操作界面和功能。最终成型的“卡布奇
诺”中老年智能手机，处处显得很大：图
标大、文字大、声音大、屏幕大、电池容量
大、存储卡大。

“老年人喜欢拍照，又舍不得删除，我
们就设计了高清摄像头和大存储卡。”赵
玉涛说，手机软件上的新闻等信息都可以
用语音播报，而外置键里还有一个收音机
的快捷键，无须耳机就可以直接用手机听
广播。所有设计只为一个目的：让老年人
方便使用。

自去年 9 月上市后，赵玉涛的“卡布
奇诺”受到了老年人的欢迎。不少老年人
专程赶到位于漕河泾软件园的公司门口
咨询手机情况。赵玉涛说：“中国制造业企
业不差技术、不差钱，选准了市场，有了品
牌意识，我相信中国的制造业一定能转型
成功。”

——上海创业者历程折射中国制造业转型之路

““中老年跑道中老年跑道””飘来飘来““卡布奇诺卡布奇诺””香味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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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思源回望“巨人时代”

动物园内动物避暑有高招
冷饮吃吃 泳池泡泡 空调孵孵本报记者 王毅俊

“俺来也青春创业营”夏令营启航

本报记者 耿挺

韩律师：
您好！
我是 IT公司的技术人员。我

前一段时间在工作中完成了一件
发明创造，现在公司通知我要将它
以公司的名义申请专利。请问，这
将对我有何影响？在此过程中我有
怎样的权利义务？怎样才能保证我的合法权益？

谢谢！ 张先生

张先生：
您好！来信收悉。
根据您所述的情况我初步判断它应当属于我国《专利法》第六条第

一款规定的职务发明创造，即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
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依照《专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
专利被授权后，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应当向您支付奖励；发明创造专利
实施后，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还应当向您支付报酬。至于您有权获得的
奖励和报酬的数额，首先要看公司有没有相关的职务发明奖酬方面的
有效规定。如有，则应当按照公司的制度执行；如无，还要看公司和您之
间有没有特别约定，这些关于职务发明的约定可能出现在您与公司的
相关合同中。

如果既没有制度规定也没有相关约定，则公司应当根据法律的规
定向您支付职务发明报酬，即：自专利权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发给发明
人或者设计人奖金。一项发明专利的奖金最低不少于 3000元；一项实
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的奖金最低不少于1000元。在专利权有
效期限内，实施发明创造专利后，每年应当从实施该项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专利的营业利润中提取不低于 2%或者从实施该项外观设计专利的
营业利润中提取不低于 0.2%，作为报酬给予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或者
参照上述比例，给予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一次性报酬；被授予专利权的单
位许可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实施其专利的，应当从收取的使用费中提取
不低于10%，作为报酬给予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职务发明成果是发明人的心血结晶，而公司往往更有能力让它开
花结果；发明人的智慧是公司发展的动力，公司的发展又是发明人成长
的土壤，这便是职务发明法律体系的优化“共生”关系。为此，建议您在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积极关注和配合公司完成该职务发明成果
的后续专利申请、实施等工作；同时，进一步在该职务发明成果的基础
上不断深入创新。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韩颖

申城高温天不断，上海动物园和上海
野生动物园内的“外来移民”们是否能适
应上海的气候？动物园如何为它们消暑？
记者日前走进沪上两大动物园一探究竟，
吃“冷饮”，脱“绒衣”，喷喷雾，孵空调……
动物们的待遇可真好。

孵空调惬意

空调，自然是动物们的避暑利器。上
海野生动物园里，新出生的宝宝们待遇
尤其高，它们拥有自己的空调房。国宝大
熊猫也养尊处优，在室内展馆有多台 5匹
大功率空调发出阵阵冷气，饲养员把空
调的温度设置在 26℃，大熊猫们悠闲自
得，时而在木架上爬上爬下，时而抱头咬
耳尽情玩耍。午餐时间，它们或躺着细咬
慢嚼地啃着嫩嫩的竹叶，或坐着吃着美
味的苹果，对于外面的滚滚热浪似乎没
有太多的感觉。同样，在上海动物园，像
大猩猩、大熊猫、亚达伯拉象龟等展区也
都开启了空调。

还 有 些 动 物 喜 欢 躲 在 阴 棚 下 乘

凉。在野生动物园灵长区和鸟区，饲养
员入夏前就搭好了遮阴网，食草区则
有凉亭。

吃“冷饮”解渴

在上海动物园，大猩猩和大熊猫的餐
谱中，都加入了消暑的“冰果冻”。果冻是
饲养员自制的，用绳子扎住吊在竹竿上，
动物们可以用双手捧着吃。此外，猩猩们
的福利还有洗净的荷叶、芭蕉叶等，这些
叶子有清凉、散热的功效。

野生动物园金丝猴的“家里”则放上
了大冰块，乖灵的金丝猴趴卧在水泥地
上，既凉快又舒服。更有几个嘴馋的，掰着
小块冰就往嘴巴里送，尽情享受冰块的凉
爽。大熊猫则吃起了“营养冷饮”——用奶
粉、水、苹果、胡萝卜调制，冻好之后表层
涂上蜂蜜，又美味又营养。

泡泳池避暑

面对高温，来自不同区域的动物们
表现也不尽相同。在上海野生动物园，
面对似火骄阳，从寒温地带过来的东北
虎还真有点发怵。它们纷纷躺在树荫下
张大虎口、伸出虎舌、喘着粗气。幸好虎
区内有近 3000 平方米的“游泳池”，还有
假山和人造瀑布，是东北虎们的“避暑
胜地”。

上海动物园的饲养员们最近还忙着
为动物们脱下厚厚的“春装”，以防它们中
暑。比如今年春节出生的毛茸茸的小羊
驼，早已被剪了毛，瘦了一大圈，看着就凉
快。在灵长区和大象馆内，园方装好了喷
雾和高压水枪，让它们戏水消暑。雾气可
以降温 1～2℃，再加上遮阴网，小动物们
就凉快多了。

玩泥巴防晒

两家动物园内，来自非洲的动物们避
暑的本事可是与生俱来的。非洲鸵鸟度夏
有一绝，它们的翅膀就是斗争酷暑的武器：
翅膀外侧皮毛厚重，内侧光秃，拍打翅膀便
可以解暑。“玩泥大王”非洲白犀牛天越热
越玩得欢，喜欢在泥浆里打滚的它满身泥
浆犹如涂上了一层护肤防晒霜，既能防止
蚊虫叮咬，又能散热纳凉。大嘴巴河马兄妹
仗着自产“保湿防晒霜”，就“肆无忌惮”趴
在树荫下睡美容觉，早晚时刻则喜欢在装
有水循环装置的水池里潜水嬉闹。

而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兽医们把“仁
丹”和“夏桑菊”等抗暑应激药品分送到各
动物区，由饲养员分别把“仁丹”嵌入肉
块、“夏桑菊”融入饮用水内，给动物们吃，
以增加它们的抗暑能力。

本报讯 （记者 陶婷婷）日
前，“俺来也青春创业营”夏令营在
华东理工大学启航。当天，上海青
年协会与“俺来也青春创业营”直
通车的开通，颠覆式创新研习社高
校分社成立。作为华东理工大学校
友的“俺来也”创始人CEO孙绍瑞，
为了感谢母校创业教育及创业孵
化培养，特别以个人出资的方式向
母校捐赠 100万元，设立“俺来也
大学生创新创业华理专项公益扶
持基金”，用于奖励由每年创业大
赛获奖者中选拔出来的“华东理工
大学创业典型”以及“华东理工大
学大学生年度人物”。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在为期
5天的夏令营活动中，350名来自
全国高校的营员们，不仅将聆听

“极装”创始人徐卫东、“乾道嘉
信”执行董事宫云、“艾洛维无屏

电视”创始人刘晨等多位著名企
业 CEO 的干货分享，如《创业维
艰：我所亲历的 7个失败和教训》

《创业需要心理医生》等，还将与
导师全程互动，热议“大学生创业
如何更好起航”“互联网+创业时
代，下一个蓝海市场在哪里”等商
业实战问题。营员们在聆听、分
享、互动的过程中，汲取创业经
验、启发创业思维的同时也累积
一定的人脉资源。

据悉，“俺来也青春创业营”
将拥有创业梦想的大学生与具有
社会使命感的企业家对接，实现
各种创业优质资源的共享，为高
校创业大学生提供丰富的创业实
践机会与帮助。据悉，“俺来也青
春创业营”今年预计培养 500 位
大学生创业者，助力 100 位创业
大学生拿到种子基金。

本报讯 （记者 吴苡婷）由上海市科
委指导，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上海
市空间飞行器机构重点实验室主办的首
届未来星球表面探测机器人大赛日前结
束第一阶段比赛。中国航天系统 805 所
MoonV团队凭借优异的表现荣获特等奖，
上海同济大学和交通大学的几支代表队
也表现出色，分获二三等奖。

记者从主办方了解到，本次比赛共分
为创意设计大赛和创客比赛两个阶段。第
一阶段比赛决赛的 30支参赛队伍分别来
自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中学、科研院所和
创客空间。评委从创新性、功能全面性、工
程可实现性、发布形式等 4个方面对参赛
队伍的表现进行评判。

参赛选手的奇思妙想给评委留下了深
刻印象。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陶建
中感慨地说：“我从事航天事业研究已有
50多年，但今天创客们的多种思维让我眼
界大开，这些创意涉及材料、控制，弹跳、跨
越、拉杆式、轮足结合等多种实现方式。创
客们的想象力真是太丰富了，只要有一项
能成功那就非常了不起！”

谈及这次创办大赛的意义，上海航天
技术研究院工会主席李昕表示：“在当前新
形势下，国家鼓励社会资本、技术参与深空
探测活动，我们作为科创的‘主力军’‘国家
队’也面临新挑战。这就促使我们走出‘象
牙塔’，与社会上的‘非正规军’‘草根’互
动、融合。我们要发挥航天研究单位的组织
指挥、资源集聚优势，聚集金字塔底部的庞
大的民间创新力量。”

市科委副主任陈杰也来到了比赛现
场。他告诉记者，航天系统科技资源与创
客大赛结合在申城还属首次，高端科技资
源的主动开放对提升大众科技创新能级
非常有帮助，这也是未来创新创业发展的
趋势。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大赛结束后，我
国首家航天创客空间——“星天地”创客
空间将落户上海，并邀请广大创客进入，
借助航天科技资源从事创新，与社会资
本结合，培育“中国的埃隆·马斯克（美国
民营航天企业 SpaceX 公司创办者）”。据
运营总监邱宝贵介绍，“星天地”位于紫
竹数码科技港，面积 200平方米，提供 3D
打印机、激光雕刻机等设备和耗材。创客
在这里可以把奇思妙想变成实物乃至产
品，青少年可以前来制作航天模型，培养
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星天地”还将引入风投和众筹平台，推动航
天创新的商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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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陶婷婷）自
今年5月13日起，复旦大学附属
儿科医院与大慈公益基金合作，
启动“生命护航——儿童意外伤
害救助基金”项目以来，建立了
一套儿童意外伤害救助机制，秉
承“救孩子、救家庭”的理念，切
实有效帮助遭受意外伤害的贫
困儿童和家庭。

据统计，儿科医院重症监护
室患儿超过一半来自外地，且不
少患儿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经
济窘境。从儿童意外伤害救助项
目启动至今，复旦大学附属儿科
医院重症监护室共收治意外伤
害患儿 20 例，其中大慈公益基

金救助的患儿达到了 14 例，资
助金额近10余万元，惠及7成重
症意外伤害患儿家庭。

据悉，上海大慈公益基金
会是经上海市民政局和上海市
社会团体管理局批准，由上海
龙华古寺发起创建的。大慈公
益基金与儿科医院合作实施的

“生命护航——儿童意外伤害
救助基金”项目，前期投入资金
30万元。

儿科医院重症医学科张灵恩
教授说，七八月份是暑假时间，孩
子们自由活动的机会比较多，同
时也是意外伤害事件的高发时间
段，家长们要增强防护意识。

建立儿童意外伤害救助机制儿科医院
大慈公益基金

本报讯 （记者 吴山弟）在第 13届中国国际
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ChinaJoy）上，英特尔再次
为暴雪、腾讯、盛大等 10余家游戏合作伙伴的展
台提供550台基于第5代智能英特尔酷睿 i5、i7处
理器的电脑设备，为游戏玩家们提供了强有力的
技术和平台支持。

随着游戏产业的快速发展，游戏玩家对电脑
的性能和视觉表现也有了更高的要求。英特尔作
为计算创新领域的信息企业，不仅一直致力于为

电脑设备注入更多的科技创新与功能特性，更是
力求为游戏玩家提供更加强劲的娱乐平台。今年，
英特尔发布了第5代智能英特尔酷睿处理器家族。
和上一代相比，基于第5代智能英特尔酷睿处理器
新品在 CPU 性能上提升了 10%，图形能力提升
24%，电池续航时间提升20%。如实感、姿势控制、
语音识别和3D影像等技术的加入，颠覆了传统PC
的使用体验，彰显了英特尔在游戏技术平台领域
的领先地位和对游戏发烧友需求的热情关注。

英特尔为游戏玩家提供强力平台支持

本报讯 （记者 陈怡）人气高涨的 2015Chi⁃
naJoy展会日前在上海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闭幕。
本届展会合计入场人次创历史新高，达 27.3万人
次，同比增长9%。其中8月1日入场人次达8.1万，
创历届 ChinaJoy单日入场人次之最。在本届 Chi⁃
naJoy展览会所展示的 3500余款游戏产品中，国
内展品超过一半以上。

盛大网络副总裁表示，曾经的中国游戏产业
靠代理引进欧美、日韩游戏起步；从前年底至去年
初起，中国原创游戏逆袭上位。

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与技术提升，我国游戏厂
商已经完成从产品进口为主到自主研发，进而向
国际出口版权的转变。包括手游在内，今年上半

年，中国原创网络游戏境内市场销售收入458.3亿
元，同比增长33.3%，占市场销售总额的75.5%。与
此同时，我国原创网络游戏境外市场销售收入达
到17.6亿美元，同比增长121.4%。

随着此次组委会规范了对广告女孩的管
理，许多展商加大了游戏展示、试玩的比重，并
利用 ChinaJoy 这一国际平台，发布新作品，展开
新合作。B to C 展览现场提供了 1500 台以上的
体验机供玩家试玩，更有多个展台在现场展示
最新的虚拟现实设备及游戏，如索尼展台的
PS4 虚拟现实眼镜产品就吸引了众多玩家排队
试玩。此外，还有很多虚拟现实产品是首次在国
内公开亮相。

2015ChinaJoy入场人次创历史新高
3500余款产品亮相，国内展品超过一半

由上海市静安区双拥
办主办、上海红星书画院
承办的“书画艺术进军营、
军民共庆建军节”活动近
日举行。艺术家们冒着高
温，义务为官兵们挥毫泼
墨，送上艺术大餐，营造军
营文化氛围。图为艺术家
们在现场创作书画作品

杨浦东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