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数据显示，上海地区不
良贷款率连续 8 个月下降，至 6
月底降至 0.79％，远低于全国商
业银行1.81％的不良率水平。自
2016 年年初以来，上海不良贷款
余额减少了36亿元人民币。

有关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6
月末，上海地区的关注类贷款（有
变为不良贷款风险的一类贷款）
余额 902 亿元，较年初减少 13.2
亿元，关注贷款率 1.6％，较年初
下降 0.14 个百分点；逾期贷款余
额、逾期90天以上贷款余额分别
较年初减少9.6亿元、8.2亿元。

上海银监局局长廖岷说：“除
去上海自身经济转型等经济环
境，前瞻式监管是上海银行业防
控风险、实现不良贷款持续双降
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2011年，先期预警指标
显示，上海钢材贸易行业存在严
重的重复质押、负债过度情况。
上海银监局发现，大量钢贸商将

存放在仓库里的同一批
钢材重复抵押给多家贷
款机构；贸易商之间互
相担保以增加借款；通
过“一女多嫁”甚至伪造
虚假仓单，钢贸商套取
银行贷款用于投资房地
产或其他投机领域，而
银行为追求业绩，审贷
也出现尽职调查不足。

在风险暴露前，上
海银监局就针对钢贸信
贷风险向银行发出预
警，并打击了相关违规
操作。此后，上海银行
业对钢贸商的贷款从
2200 亿元降至 214 亿元，其中
1500亿元为贷款回收或重组，五
年之中，变为不良贷款的仅 486
亿元。这一监管思路也帮助商业

银行在后来的“铜贸热”中避开了
陷阱。

同时，上海银行业坚持服务
实体经济、主动跟随产业升级转

型，对新经济支持力度加大，金融与
实体经济初步呈现良性的“转型正
循环”。截至 6 月末，上海“四新”

（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

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4.3％。
“打通金融梗阻、解决融资难融

资贵，不仅是救企业，也是救银行。”
民生银行上海分行行长胡庆华说，
2015年以来，民生银行上海分行小
微客户数和贷款余额持续增长，服
务实体的同时也取得了较好的经济
效益。

依托上海自贸区，上海银监局
监管创新互动机制，允许银行在与监
管层充分沟通后，试验性地引入创新
型产品。迄今为止，监管机构已通过
这一平台放行了 20 个创新试点项
目，批准融资授信378亿元，占跨境
授信的 32％，一批具备代表性的跨
境投融资业务创新成果，如跨境并购
贷款、内保外债、国际组织贷款、跨
境同业投资、大宗商品交易特别结
算业务等得以完成。

据新华社

前瞻式监管防控风险

上海银行业不良贷款持续双降

2016年8月9日 星期二
要闻一部主办 编辑:陈欢 姜小莉B6 财经·科海导航

财经 头条

昨日 股市

财经 资讯
财经 观察

更 多 科 普 知 识 请 登 录
常 州 科 普 资 源 网（http://
www.cz- pzy.com）或 关 注

“ 龙 城 科 普 ”微 信 订 阅 号
（二 维 码 见 右）。

2016年第

期31

科海
导航

来稿请寄：
大庙弄32号常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室
邮编：213003
电子邮箱：czkxbgs@163.com
网址：kx.changzhou.gov.cn

常州日报与常州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办

众创空间众创空间

科技前沿科技前沿

科技观察科技观察

常州创客空间名字叫得响，
但地方并不大，位于新北区的工
作室只有几十个平方。但是，它
的背后，却有着一个 800 多人的
QQ 群，都是一群爱玩技术人。
从线上走到线下，这群技术控们，
利用这个平台向梦想进发。

“我们成立创客空间的灵感
来源于国外的车库文化和上海新
车间，都是一群纯粹的原生态的
创客。”常州创客空间联合创始人
王洁介绍说。早在2013年，一些
爱好动手制作的“理工男”们，就
组建了一个 QQ 群，一起商讨技
术问题。后来，不满于嘴上说说，
其中一个小伙伴提供了一间办公
室，大家凑钱买些了一些简单的
机械设备，周末或下班后，就来动
手制作一些小玩意儿。

王洁是这个群的“元老”之

一，那时，他还在武进某个模具企
业上班，任职模具工程师。在工
作中，他很早就接触到了“快速成
型制造技术”，也就是我们现在所
说的 3D 技术。但当时 3D 打印
机非常昂贵，直到“上海新车间”
有卖 3D 打印机，他们凑钱买了
一台当时最新潮的设备，此后又
陆续添置了其它小型加工设备。

“常州的制造业比较发达，这
个 环 境 适 合 DIY 的 生 存 和 发
展。”王洁说，所有入群的技术爱
好者们，不仅可以在群里进行技
术咨询和讨论，还可以免费使用
创客空间的设备和实验器材。

在创客空间里，白佩豪从创
客的身份已变成了商人。在 2、3
年时间里，他完成了激光雕刻机的
研发和生产过程，成立了自己的

“领衔技术宅”工作室。2014年，
该机械在淘宝上售卖，去年产值超
过500万元。今年，他又研发了款
新产品，未来的市场十分看好。

经过几年发展，常州创客空

间已拥有 3 个工作室，分别是常
创—嘉壹度工作室，常创—青武
开放智造实验室，常创—常大科
学与艺术中心。目前有成员近千
名，创客项目 50 余项，成功举办
了两届创客中国大赛—常州站暨
创客集市，参与和举办各类创客活
动100多场。“我们希望创客空间
可以致力于服务创客群体，培养更
多的本地创客文化，让更多的人能
够体验造物的乐趣。”王洁说。

记者采访时，来自常州工院
大三的小伙子周士康正在对电机
进行防水处理，他今年发起并主
要参与了水下机器人项目。

“我的这款产品属于消费级
的水下机器人，主要为摄影爱好者
开启高逼格的玩耍之旅。”周士康
说，该产品目前还在研发阶段，一
般潜水爱好者可以下潜几十米。
当然，机器预期最深可下潜至
2000米。他希望在大四毕业前能
完成这款消费级水下机器人样品。

“常州创客空间是一个社区

化方式经营的组织，一起探讨问题，有
着共同的‘造物的快乐哲学’的社群，
也是一个提供相互交流、切磋技术的
平台。”王洁说，依靠团队协作，创客头
脑中的想象就能变成现实，并参与到
各种国际国内赛事或者项目开发，给
小伙伴们带来预料之外的机遇。

“我们的最终梦想是，助力常州
制造走向常州创造”。

据悉，几年来，常州创客空间已
有 10 多个项目完成样品并走向市
场。目前，还有几十个项目，正在创
客空间进行中。

姜小莉/文 张海韵/摄

——记常州创客空间

技术控们向梦想进发

自 2004 年英国科学家首次
从石墨中分离出石墨烯以来，这
一迄今导电性能最强的新型材料
让人们对其未来的产业化前景充
满憧憬。没想到，此项应用，近日
在中国实现了！

首款石墨烯基锂
离子电池发布

7月8日，世界首款石墨烯基
锂离子电池产品在北京发布。专
家认为，该产品的研发成功，彻底
打开了石墨烯在消费电子锂电
池、动力锂电池以及储能领域锂
电池的应用空间。

首款石墨烯基锂离子电池产
品被并命名为“烯王”。该产品性能
优良，可在-30℃—80℃环境下工
作，电池循环寿命高达3500次左
右，充电10分钟可跑1000公里，充
电效率是普通充电产品的24倍。

实际上，锂离子电池充放电

速度是由锂离子在电极中的传输
和脱嵌速度来决定，石墨烯具有优
异的电子和离子传导性能及特殊
的二维单原子层结构，可在电极材
料颗粒间构成三维电子和离子传
输网络结构，石墨烯材料如果能成
功的应用在锂离子电池中，可大幅
度提升锂离子电池充放电速度，实
现电池技术的巨大突破，并将推动
新能源产业实现跃进式发展。

这场发布会的主角东旭光电
集团董事长李兆廷说：“中国石墨
烯产业化是战略性的 21 世纪新
材料，应用范围广泛，未来的市场
空间至少是万亿级的体量。”

众多国家重视发
展石墨烯技术

科学家确认，石墨烯未来将
取代煤炭与石油天然气，成为提
供人类生活所需大多数发电能源
的来源！

石墨烯对物理学基础研究有
着特殊意义，它使一些此前只能
纸上谈兵的量子效应可以通过实
验来验证，例如电子无视障碍、实
现幽灵一般的穿越。因为只有一
层原子，电子的运动被限制在一
个平面上，石墨烯也有着全新的
电学属性。石墨烯是世界上导电
性最好的材料，电子在其中的运
动速度达到了光速的1/300，远远
超过了电子在一般导体中的运动
速度。

在塑料里掺入百分之一的石
墨烯，就能使塑料具备良好的导

电性；加入千分之一的石墨烯，能使
塑料的抗热性能提高 30 摄氏度。
在此基础上可以研制出薄、轻、拉伸
性好和超强韧新型材料，用于制造
汽车、飞机和卫星。

目前全球已有超过200个机构
和1000多名研究人员从事石墨烯研
发。中国在石墨烯研发上，目前已申
请超过2200项专利，占世界的三分之
一。2015年全球石墨烯专利数据显
示，排名首位的
依然是中国，之
后是美国、韩国、
日本。

批量化生产
和大尺寸生产是
阻碍石墨烯大规
模商用的最主要

因素。而我国最新的研究成果已
成功突破这两大难题，制造成本已
从 5000 元/克降至 3 元/克，解决了
这种材料的量产难题。利用化学
气相沉积法成功制造出了国内首
片 15 英寸的单层石墨烯，并成功
地将石墨烯透明电极应用于电阻
触摸屏上，制备出了 7 英寸石墨烯
触摸屏。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一次媒体
采访时说：“未来10～20年内会爆发
一场技术革命颠覆时代，石墨烯时代
将取代硅时代。”预计到2020年，中
国石墨烯产业能达到1000个亿。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未来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科技之争，能
源之争。石墨烯开发应用技术已经
到了亮剑时刻。来源：互联网思想

中国首创石墨烯电池：

充电10分钟可跑1000公里！

虚拟现实（VR）市场目
前人气火爆，开发者正在加
班加点推出 VR 游戏，许多
智能手机厂商也开始利用

VR作为营销噱头，刺激已经低迷的手机销量。
不过，VR 火爆的背后，日前国外媒体 The American

Genius指出了虚拟现实市场大众化面临的一个生理障碍：享
受虚拟现实体验带来的头晕恶心呕吐等不适感。

从生理上，佩戴虚拟现实头盔、获取浸入式体验带来的身体不
适感，和晕船、晕车等症状并无本质区别，用户感觉恶心、想呕吐等。

一位名叫 Steve Baker 的专家指出，已经有专业人士的
研究证明，虚拟现实体验会给身体带来严重不适感，而在一些案
例中，用户脱下头盔八个小时后，身体的不适感仍然会存在。专
家Baker表示，虚拟现实带来的不适感，最主要的问题来自于用
户对于周围空间和场景深度的感知过程。他表示，对于距离自
己几米之内的物体，人的眼球需要重新聚焦，这当中需要用到睫
状肌。睫状肌产生的力量和物体的距离有着相关性。

Baker表示，在目前虚拟现实头盔显示屏幕的设计中，还
无法产生聚焦距离比较长的光线，因此如果没有更加先进的
显示技术，人们无法欺骗自己的大脑，这将会带来身体不适
感，包括头晕、恶心、呕吐、出汗、疲劳、脸色苍白、瞌睡、失去方
向感、反应迟钝、站立不稳、干呕等等。

这样的身体副作用，是否会阻碍虚拟现实技术的普及呢？
外媒指出不太可能。未来的技术进步可能会缓解一些不适感。
另外，对于整个虚拟现实产业来说，理解这些身体不适感，有助
于让硬件产品和内容的开发，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媒体指出，虚拟现实是一个全新的科技领域，除了精彩酷炫
的浸入式体验之外，未来大脑神经网络专家、心理学家等都需要
研究长时间浸入式体验给人们生理和心理带来的负面影响。

目前，Oculus 和 HTC 两家公司已经开始销售独立虚拟
现实头盔，此外也推出了游戏在内的一些内容。由于最初的
尝鲜者人数并不多，目前还没有有关虚拟现实带来使用者身
体出现意外情况的报道。 来源：腾讯科技

头晕、恶心、出汗、干呕⋯⋯

VR没那么容易

海关总署8日发布数据，前7
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13.21 万亿
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3％，降幅较
上半年收窄 0.3 个百分点。其
中，在外需持续低迷的背景下，7
月份我国出口 1.22 万亿元，增长
2.9％ ，进 口 8730 亿 元 ，下 降
5.7％，三季度进出口开局稳健。

二季度以来，我国部分重要
贸易伙伴经济出现不同程度放
缓。例如，美国经济二季度增速
大幅低于预期，7 月其国内制造

业活动扩张速度放缓、消费者信
心指数下降；受通缩顽疾困扰，欧
洲经济复苏缓慢且脆弱，而英国

“脱欧”公投后带来的不确定性挑
战更加严峻。

业内人士表示，尽管在外需
低迷、传统优势弱化综合作用下，
我国出口承受一定压力，但随着
一系列促进外贸回稳向好的政策
不断发力，特别是其中支持新型
外贸商业模式发展、促进加工贸
易创新发展等措施逐步落地，我
国外贸出现回稳迹象，转型升级
不断展现成效。

民营企业成为最具活力和出
口潜力的经营主体。今年以来，民
营企业进出口5.12万亿元，同比增

长4.8％，占外贸总值的38.8％，较
去年同期提升2.9个百分点。

贸易方式进一步优化。一般
贸易进出口比重不断提升，今年
前 7 个 月 已 经 占 外 贸 总 值 的
56.5％，较去年同期提升 1.3 个百
分点。

商品结构继续优化。1 月至
7 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
总值的 57％，同期 7 大类劳动密
集 型 产 品 出 口 占 出 口 总 值 的
21.2％，其中纺织品、塑料制品、
玩具出口同比保持增长。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白明分
析说，纺织品等出口保持增长，说
明我国在一些传统产品方面仍具
有竞争力，对这部分市场不应轻言

放弃。当前稳住外贸，既要鼓励企业
增创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
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发展高铁、成
套设备等高端装备出口，也要巩固在
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既有优势，实现
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进口方面，大宗商品价格与去
年同期相比明显偏低，依然是导致
我国进口继续负增长的主要原因。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报告分
析称，今年下半年，国际大宗商品价
格将在震荡中涨跌互现，但整体回升
动力不足，而综合各种因素国内进口
需求有望保持稳定，预计下半年进口
整体将依然维持负增长态势。

一些先行指标的变动值得关
注：国家统计局等部门公布的制造

业 PMI 项下新出口订单指数进入
二季度后连续降低，进口订单指数
已经连续 4 个月处于 50％以下的
收缩区间内，预示三季度外贸压力
不小；海关总署编制的中国外贸出口
先导指数，7月份结束了此前的连续
回落，较上月回升 1.1，达到 33.8，表
明四季度初出口压力有望减轻。

业内专家表示，在缺乏结构性
改革和重大技术突破的背景下，下
半年全球经济仍难以摆脱“低增长
困境”，而世贸组织日前发布的全球
贸易指数显示，7 月、8 月全球贸易
增长将持续低迷，在这样的大环境
里，我国进出口贸易实现“回稳向
好”目标仍需付出艰苦努力。

据新华社

前7个月——

我国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3％

本周首个交易日，沪深股市再现反弹。上证综指重返
3000 点，与深证成指同步录得约 1％的涨幅。行业板块全线
飘红，煤炭板块表现抢眼，涨幅高达近5％。

当日上证综指收盘报 3004.28 点，较前一交易日涨 27.58
点，涨幅为0.93％。深证成指走势稍强，收盘报10468.88点，
涨126.61点，涨幅为1.22％。两市33只个股涨停。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 1721 亿元和 2422 亿元，总量较前一
交易日略有放大。 据新华社

沪指重返3000点

上证综指 3004.28 +27.58 +0.93％
深证成指 10468.88 +126.61 +1.22％

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8 日人民币对
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6615，较前一交易日下跌209个基点。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16 年 8 月
8 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 美元对人民币
6.6615 元，1 欧元对人民币 7.3816 元，100 日元对人民币
6.5217 元 ，1 港 元 对 人 民 币 0.85897 元 ，1 英 镑 对 人 民 币
8.7116 元，1 澳大利亚元对人民币 5.0687 元，1 新西兰元对人
民币4.7409元，1新加坡元对人民币4.9407元，1瑞士法郎对
人民币6.7937元，1加拿大元对人民币5.0521元，人民币1元
对0.60437林吉特，人民币1元对9.8340俄罗斯卢布，人民币
1元对2.0598南非兰特，人民币1元对167.34韩元。

前一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6406。
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创新高，本周首个交易日，人民币对美

元汇率中间价回调下跌。 据新华社

8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

下跌209个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