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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专家创新成果展区域展示了绕着地球的北斗卫星系统模型。 本报记者 陈龙摄

如何防账号被盗？设置暗号加密钱包
“网络安全知识展”为市民支招———

怎样发现公共场所中的偷拍摄影机？

微信转账给骗子后被拉黑怎么办？ 带着这

些问题， 记者在网络安全宣传周上海地区

活动“网络安全知识展”找到了答案。

如何加密电子钱包？ 看牢 “电子钱

包”， 除了防止手机遗失和支付账号被盗

外，还可以设置声音锁等多重认证方式。那

么，你知道支付宝还可以设置暗号吗？打开

支付宝的设置—安全设置—安全产品，选

择暗号，可以使用照片和图画作为暗号，账

户在新设备上登录时需要找到之前留下的

暗号才能使用，该暗号无法反复尝试。

每月被莫名扣款怎么处理？ 这其实

是自动扣款服务在作祟，打车、外卖、游戏、

学习等 App 上都有自动扣款选项，很多人

都有意无意地开通过， 时间长了可能就忘

记了。如果不想每月被莫名扣款，你可以在

支付宝的“免密支付”菜单中（设置—支付

设置—免密支付/自动扣款）， 将不需要的

免密支付/自动扣款项目一起关掉。

如何发现公共场所的偷拍摄影机 ？

在商场试衣间换衣前， 应重点观察试衣间

顶部、中部和底部。在顶部重点查看灯具是否

有黑点；在中部主要观察衣架、镜子等螺丝或

挂钩处有无不妥；在底部则检查座椅、电子秤

等物品以及地面角落。

微信转账后被拉黑，如何举报？ 如果不

幸被骗，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腾讯 110”举

报涉嫌诈骗者， 填写完成信息并上传转账记

录和被拉黑的页面截图， 微信核实后将会对

涉嫌诈骗者的账号进行封号处理。 但要注意

的是，通过微信举报骗子只能封号，如果想追

回钱财，还要去公安机关报案。

有人高价求租微信号，可以租吗？ 不可

以。网络经常出现求租微信号的情况，这是怎

么回事？原来，犯罪分子租用微信号多是出于

以下两种目的： 一是用于网络黑产的恶意注

册，另一种是用于诈骗，“短期租借”其实就是

变相盗号，哄骗用户交出自己的账号和密码，

后续将其挪作他用。 除了不主动出租微信号

之外，还要小心自己名下莫名出现的微信号，

那是因为你的身份信息可能被盗用了。 可以

打开微信，依次点击“我”—“设置”—“通用”

—“辅助功能—微信支付”， 再点击 “实名问

题”，查询名下用户，如发现陌生账号，可以进

行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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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多项院士成果“超高密度”亮相工博会
一批“四个面向”硬核技术有望与海量企业对接，加速成果转化

很少有一个平台能像今年的中国

国际工业博览会那样， 一下子汇聚起

超过 100 个院士团队的 200 多项重大

成果， 从而催生出 “聚变效应”， 助

力产业发展。 记者日前探访了本届工

博会首次设立的 “院士专家创新成果

展”， 一批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面向

经济主战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面

向人民生命健康的硬核技术， 不但让

观众耳目一新， 更有望走出展会， 与

海量企业对接， 加速成果转化， 服务

高质量发展、 高品质生活。

与前沿科技和重大
创新“撞个满怀”

本届工博会高水平技术成果最集

中的展区， 莫过于中国工程院牵头的

院士专家成果展 。 1000 平方米的展

区 ， 汇集着 132 个院士团队的超过

230 项成果。 走在这个展区， 可以说

是一迈步、 一转身， 就可能与一项前

沿科技和重大创新 “撞个满怀”。

最大的展品 该展区最大的展品，

是一辆载重 49 吨的大型卡车。 这是上

海交通大学材料学院教授丁文江院士团

队研发的镁合金固态储氢车。 当前， 我

们正站在 “氢能时代” 的起点， 但比起

越来越成熟的燃料电池技术， 氢气的储

存一直是难题。 传统的高压气瓶储氢技

术， 在 49 吨的大型卡车平台上， 储氢

能力只有 300 公斤， 但丁文江团队依靠

自主研发的镁合金储氢材料， 将储氢能

力提高 3 倍； 由于大幅降低了氢气的储

运成本， 氢能产业有望驶上快车道。 据

透露， 上海和周边地区目前已开始规划

基于该技术的储氢加氢站， 这将助力上

海氢经济快速发展。

最接近于落地的展品 展区内最接

近于在沪率先落地的展品 ， 是中国工

程院副院长钟志华院士团队的 “智慧

车列交通系统”。 该技术对城市公交系

统进行重新组织 ， 优化既有公交专用

道 ， 借助无线通信 、 传感 、 高精度定

位 、 智能图像识别等技术 ， 实现人 、

车 、 路的感知与协同 ， 从而使得小汽

车 、 中巴能被编成高速行驶的智慧队

列 ， 并根据乘客个性化出行需求 ， 提

供点对点的服务。 据介绍， 在城市中，

智慧车列的平均时速预计可达 60 公

里， 是小汽车的 2 倍、 公交车的 4 倍，

而且 ， 其对道路的利用率和安全性也

高 。 据透露 ， 就在本届工博会开幕前

夕 ， 上海嘉定区已与院士团队达成共

识， 将率先试点落地。

跨越时空范围最大的展品 海军军

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李兆

申院士团队的磁控胶囊胃镜移动检查

车， 可能是此次跨越时空范围最大的展

品。 记者在展馆里看到， 检查车上， 一

位吞服了胶囊胃镜的受检者仅用 20 分

钟， 就完成了一次无痛、 无创、 无需麻

醉的胃镜检查， 其胃内情况通过胶囊的

高清摄像头， 实时传输到医生面前。 令

人惊叹的是， 亲手操作该胃镜的医生，

不仅不在工博会现场 ， 甚至不在上

海———借助 5G 网络， 宁夏银川市一家

医院的消化科主任胡建平将手和眼睛

“延伸 ” 到 1600 公里之外的上海 。 未

来， 只要这辆车能抵达， 偏远地区的病

人就都有机会接受大城市高水平医生的

诊断。

推动企业与高端创新
资源要素对接

据介绍， 本次院士专家创新成果展

体现了 “三个聚焦” ———聚焦服务国家

战略的重大工程， 聚焦引领世界前沿的

新技术新突破， 聚焦服务人民所需的新

装备新产品。 整体上， 230 多项成果不

仅覆盖集成电路、 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

三大战略性产业， 也涉及新一代信息技

术、 集成电路、 智能制造、 重大装备、

新材料 、 新能源等领域 ， 形成 “3+6”

的格局。

除了展示之外， 中国工程院和上海

市有关方面更看重的是， 借助工博会平

台， 为上海和长三角企业提供与高端创

新资源要素对接的机会。 事实上， 在今

年工博会开幕前， 部分院士团队已经在

有关方面的安排下， 对上海相关重点企

业进行考察， 并征集到 100 多项企业的

需求。 工博会开幕两天 ， 已有超过 60

家企业与院士开展对接。 据上海市经济

信息化委与中国工程院上海院士咨询中

心介绍， 在工博会闭幕后， 相关服务与

对接仍将持续。

钟志华告诉记者 ， 以工博会为契

机， 中国工程院将进一步探索以上海为

桥头堡， 让创新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

流动， 将院士的创新优势与长三角乃至

更大范围的企业对接， 推动成果更加系

统、 更加高效地落地转化。

南航“进博号”首航上海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全力宣传、展

示、 服务好进博会， 吸引更多海外友人了

解、感受、参与进博会。最新进博会主题彩

绘飞机———南航“进博号”昨天在广州正式

亮相， 并于当天执行由广州飞往上海的首

航航班。南航“进博号”彩绘飞机选用了空

客A330-300机型，采用整机喷漆技术完成

喷涂，整个喷涂过程历时15天。彩绘设计重

点凸显进博会特色， 选取吉祥物熊猫 “进

宝”及其手中所持幸运四叶草为主要元素。

图为南航“进博号”飞机在广州白云国

际机场起飞前，一道彩虹划过机身。

本报记者 张伊辰 通讯员 师晓宇摄

临港新片区：创新平台“五朵金花”次第绽放
上海榕融新材料公司在本届中国国

际工业博览会上宣布， 其研发的氧化铝

连续纤维完成中试，即将投入量产，标志

着这一耐高温新材料历经15年科研攻

关，成功走出实验室，打破了长期以来的

国外技术垄断。 榕融公司计划在临港新

片区建设百吨级生产基地， 助力国内航

空航天、高端装备等领域发展。

从创意研发到成果转化为产品，本

届工博会上， 临港新片区展示了产学研

的最新探索———从科研人员的创意，到

科创平台的测试， 再到政府和园区企业

全方位的扶持，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

里”的堵点被逐步打通。

高校亮出科研团队最新作品

在工博会特设的高校展区， 落户新

片区的众多高校纷纷亮出自家科研团队

最为骄傲的作品。

在上海电机学院展台， 最新研发的

高分子无铁芯永磁电机及控制系统，物

理体积较原来缩小70%， 而输出功率

却没变。“一般传统意义上的永磁电机

有铁芯，需要将线圈绕在硅钢片上。而

我们研发的‘永磁电机’把硅钢片省掉

了，具有功率密度高、效率高、控制精

度高、峰值扭矩和峰值功率高、结构可

串联等五大优势。”上海电机学院组织

科研团队进行攻关， 目前研发出10千

瓦以下工程样机和50千瓦原理样机，无

铁芯电机驱动控制系统研制成功填补

了国内空白，对于无铁芯电机国产化具

有重要价值。“目前该电机已在工业吊扇

系统上实现商用， 电机还可应用于风力

发电的永磁直驱发电系统、 电动汽车的

主驱电机、水泵、工业风扇、伺服系统等

工业领域， 未来还能直接服务绿色新能

源汽车引擎系统。”项目负责人介绍。

由上海海事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安博

文科研团队牵头研发的无人机“嗅探”技

术也引来众多关注。去年10月，这一新科

技助力浦东海事局成功查获国内首起在

航船舶燃油硫超标。 上海海事大学该项

目负责人周凡介绍，“我们的‘嗅探’无人

机主要服务于中国船舶排放控制区建

设，无人机监测在航船舶，整个过程只需

要5-10分钟， 无需执法人员登船检查，

即可测定船舶燃油硫含量是否超标，准

确度这一核心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科研成果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

把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临港发挥着独特的平台作用。临港集团与

上海交通大学合作成立上海智能制造研

究院，孵化了航空发动机检测、汽车动力总

成、燃料电池极板等“五朵金花”项目。

其中，来新民教授领衔的“高功率密

度燃料电池薄型金属双极板及批量化精

密制造技术”项目有了最新进展，团队经

过15年研发，与上汽集团、新源动力、治

臻新能源等企业合作研制出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金属双极板， 这一项目还获得

上海市技术发明奖特等奖。

而位于新片区的工业互联网创新中

心则展示了工业互联网综合试验床与标

识解析。耗时3年研发的系统为机器和物

品赋予“身份证”，帮助制造业企业解决

信息化过程中的“数据孤岛”难题，进一

步带动企业产线的智能化改造。

目前， 新片区上海交大智邦汽车动

力总成加工装备与工艺集成验证线、新

片区复旦大学应用技术科技创新型平

台、朱光亚战略科技研究院创新型平台、

电力电子研究院科技创新型平台等已亮

相， 它们将学校科研成果与企业需求精

准对接，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创新平

台正在次第绽放。

政策体系推动核心技术产业化

下周，临港新片区将对首批科技创新

型平台授牌，这些平台大多落户国际创新

协同区。 该创新协同区由科技创新城社

区、顶尖科学家社区、科创总部湾和未来

城等区域组成，其中，科技创新城社区占

地面积3.2平方公里， 致力于打造国际创

新策源地和产业孵化地；顶尖科学家社区

占地面积2.5平方公里， 以全球顶尖科学

家为核心，聚集科技界、学术界、产业界的

科技创新合作机构，促进基础科学研发与

创新成果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

除了优越的硬件条件之外， 新片区

更推出了高新产业和科技创新政策体

系 。《临港新片区促进产业发展若干政

策》《临港新片区科技创新型平台管理办

法（试行）》等让企业能够安心科研。

“赋予科研机构更大自主权，通过一

套完整的考核体系， 给予创新领军人才

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新

片区管委会高新产业和科技创新处副处

长孙筱和介绍， 目前创新平台已在重要

领域开展技术攻关， 希望能够优化配置

优势资源，推动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化。

居安思危，申城昨试鸣防空警报
逾200万人参与防空疏散演练

本报讯 （记者蒋竹云）居安思危，警钟长鸣。昨天是全民国防

教育日，上午11时35分，随着上海市副市长、防空警报试鸣指挥长

汤志平一声令下，全市1400多台防空警报（除虹桥、浦东机场地区

外）同时鸣响，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依次鸣

放防空警报，先后历时28分钟。全市16个区215个街镇、3000多个

社区、1600余所学校共逾200万人参加了防空疏散演练。

为进一步增强市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 普及民防知识和

技能，提高市民群众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认知能力，并检验本市防

空警报设备和控制系统的完好率， 上海每年在全民国防教育日

组织防空警报试鸣。 其间，全市保持了正常的工作、生产和生活

秩序，公共场所秩序井然。记者在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初级中学演

练现场看到，随着预先警报鸣响，居委会干部、社区民警、民兵预

备役人员和社区民防志愿者等迅速行动， 组织人员疏散到人防

工程进行掩蔽。 人防工程内有序开展心理防护、医疗救护、物资

发放等工作，工作人员检测工程内空气情况，保障人员安全。

据了解，上海建有可供人员掩蔽的民防工程 1.2 万余处。 轨

道交通等地下设施也兼顾设防，供应急避难。 目前，已在部分区

试点开发“民防地图”，今后市民只要在手机中打开电子地图即

可找到最近的民防工程。

沪牌中标率连续六个月超10%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9 月沪牌拍卖昨天举行。 投放个人额

度 15500 辆，个人在用车有效额度委托拍卖 1352 辆，合计拍卖

总数 16852 辆 ， 与上月基本持平 ； 中标率 13.2%， 较 8 月的

12.3%中标率再次提升。 最低成交价 90600 元， 平均成交价为

90710 元，比上个月的 90680 元增加了 30 元。

自从 2014 年 4 月沪牌中标率首次下降至 8.7%后， 在今年

4 月之前的近六年间，沪牌中标率再没突破过 10%。 而从今年 4

月到 9 月，中标率已连续六个月超过 10%。

今年 4 月，上海宣布全年将增加 4 万个汽车号牌投放，对于

新能源免费牌照，今年将继续不限量发放，还将新能源汽车上牌

和登记时间压缩 50%以上。

用健康安全网络环境守护青少年未来
团市委等发出未成年人文明上网倡议

本报讯 （记者占悦）“青少年有着美好

愿望，希望网络空间风清气正，互联网成为

温暖有爱的‘朋友’。”日前，团市委、市委网

信办、市青少年服务保护办举办 “2020 年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上海地区青少年日主

题活动暨上海市青少年网络保护与预防犯

罪工作研讨会”，学生毛子谦作为代表宣读

《未成年人文明上网倡议》， 号召青少年依

法上网、理性上网。

只有建立全方位、多元化的法律体系，

规范和净化上网环境， 才能保护青少年未

来。 据市委网信办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孟吉

杰介绍，上海今年开展了两大专项行动，以

打造良好网络环境。

不仅仅是政府机关在行动，互联网企业

也加入其中，助力营造良好网络氛围。比如，

B 站启动了“青少年保护计划”，上线“青少年

模式”，将“能量加油站”与 12355 热线进行合

作，并试点防止青少年沉迷游戏的系统。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上海市

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会长姚建龙认为，成年

人要相信“后浪”，不要过于焦虑，并和青少年

共同成长，同时还应通过立法营造绿色的网络

生态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