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体

验：上网打开新页面，结果收了个快递

回来还在刷新？下载一部电影，看着缓

慢的进度条近乎崩溃？用网络电视看

一场体育比赛，总是在最惊心动魄的

瞬间发生卡顿？近日，嘉定电信部门传

来好消息：至今年年底，嘉定将建成

300 个千兆小区。千兆时代的来临预

示着嘉定市民的日常上网体验将有质

的飞跃。

8月8日，记者从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嘉定电信局了解到，自

2009年城市光网计划启动以来，目前

嘉定已实现99%光纤到户。2016年，上

海电信启动千兆宽带规模发展计划，

将在3年内实现千兆宽带全覆盖。

“一般使用家用电视观看 1080P

高清视频，每一路网络需要消耗 8 兆

左右流量，如果客厅和卧室同时在线，

则需要16兆流量，低带宽显然是不够

的。”嘉定电信局市场拓展处处长杨晓

帆告诉记者，现在，上海电信宽带服务

已是百兆起步。“如今高清视频技术发

展迅速，很多家用电视可以播放4K视

频，日后随着8K直播、VR在线游戏、

智能家居系统的普及，百姓对网速的

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按照4K视频每路

消耗30兆左右流量计算，百兆带宽很

快也会在日常生活中显现疲累，因此

千兆小区的建设相当有必要。”

杨晓帆介绍，升级千兆带宽后，即

使同时开三路4K视频也不会有卡顿

现象。“理论上，用千兆宽带下载一部

电影，速度可以达100Mb/s左右，在体

验上相当于现在刷新一下微博。这样

的网速能与世界平均水平匹敌。”2016

年，嘉定已有10多个小区作为试点实

现了千兆小区的建设。至今年年底，嘉

定区900多个小区中将有三分之一覆

盖到千兆网络，明年将实现全覆盖，用

户可以根据自身需要申请升级。

为了应对从百兆到千兆的提速，

电信部门在网络能力、接入能力方面

都做了相应的提升，“在硬件上，我们

将实现光纤到户，光猫设备等硬件也

将做全套更换。”但光有相关部门“铺

路搭桥”，并不能保证用户能享受到

“飞”一般的网速。杨晓帆提醒道，用户

的终端设备、路由器、布线情况等也会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用户的实际体验。

“比如升级到千兆服务后，家里的宽带

线如果没有更换成 6 类网线，而仍然

使用5类线的情况下就无法支持相应

的带宽。想要充分享受顺畅的上网体

验，路由器、宽带线、电脑等设备都需

要用户自行升级。”

目前，申请千兆宽带业务的用户

还比较少，但杨晓帆十分看好未来的

发展，“普及肯定需要时间，这也是我

们在推广千兆项目过程中的难点之

一。不过预计今年下半年随着千兆小

区的建设完成，用户数量也将会有大

幅上涨。我们也会做好后续工作，让千

兆网络的服务内容更加丰富。”

记者 赵一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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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两个听力正常的人面对

面站立，相距不过 30 厘米，一个人听

到了激情澎湃的音乐，一个人却什么

也没听到。如此神奇的一幕，发生在位

于嘉定工业区的声学技术科普基地。

这里除了有可以锁定声音范围的“指

向性喇叭”外，还有超声清洗仪、超声

乳化仪等各种有趣的声学“黑科技”。

这些“黑科技”的创造者，正是去

年9月入驻到嘉定的中国科学院声学

研究所东海研究站（以下简称“东海

站”）。这个创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

老牌科研单位，主攻海洋声学研究，多

年来，除了致力于国防事业外，还持续

自主研发民用高科技声学设备。

“中国在南海新发现可燃冰。”去

年6月，这则新闻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可燃冰位于海底深处，是珍贵的海底

能源。这次成功的背后，就有东海站研

发的“海底冷泉快速探测系统”的功

劳。“这款设备安装在船底或船舷，利

用海底冷泉逸出气泡共振原理，结合

声纳探测技术进行勘测，与传统设备

相比，探测速度更快，范围更广。”

而在近期备受关注的“海洋六号”

科考船上，“东海站”的科院人员将带

着其自主研发的“富钴结壳原位探测

器”在美国关岛进行科学考察。富钴结

壳是一块生长在海底岩石或岩屑表面

的“石头”，可能蕴藏着丰富的稀土资

源。为了找到这类“石头”，科研人员动

了不少脑筋，但传统的探测器只能做

到每次探测一块“石头”，如果不是富

钴结壳，探测器也必须回收作废。“东

海站”研发的探测器克服了这个弱

点，通过声学原理进行探测的设备，在

远程操作下，可以毫无阻碍地在水下

连续工作，大大提高了勘探的效率。

东海站海底“慧眼”的研发远远不

止于此：海底管线探测声纳，可以勘测

到海底发生的泄漏事故，或是埋在深

海里的地雷；声学定位系统，可以找出

失事飞机的黑匣子；侧扫声纳，能把海

底的所有地形地貌以图像的形式呈现

出来；抛弃式温盐声仪，能测算每一层

水流的温度、深度、盐度等数据；水声

装备，相当于水下的GPS，能迅速锁定

目标位置……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仅仅能“下海”就行了吗？东海站

的研发还能“上天”“入地”。

超声学，对于大众并不陌生，在生

活中应用十分广泛。常见的有B超、超

声清洗、超声测量等。中国第一台国产

B 超、脑超仪就是由东海站研发的。

“我们的超声清洗仪，小到清洗眼镜、

大到‘上天’——清洗卫星上的反射镜

触摸屏。”科研人员告诉记者，超声的

研究方向很多，包括生命科学、智慧城

市、绿色生活、节能环保等，东海站几

乎全部涉猎研发。据悉，东海站已和企

业合作，研发量产了一款超声智能水

槽，可以去除蔬果中的农药残留。除此

之外，超声测血糖仪、超声污水处理、

超声止血手术刀、超声波塑身仪等产

品，也是东海站自主研发的成熟产品。

地下的洞钻得直不直，一台超声

波地下连续墙检测仪就能告诉你。在

城市轨道交通、重大桥梁建设工程中，

东海站研发的这台仪器，能深入到地

下100多米，测得孔壁图像，且与进口

同类设备相比，数据更准确。

记者 顾娴慧

发现海底可燃冰，清洗卫星触摸屏……“东海站”致力于探索声学奥秘

不仅能“下海”，还能“上天”“入地”

嘉定首个拼装式百姓游泳池启用
本报讯 8月9日，嘉定首个拼装

式百姓游泳池——北水湾体育公园百

姓游泳池正式启用。

该游泳池位于树屏路 1585 号北

水湾体育公园，池面面积为15米×25

米，可以同时容纳150人游泳，并配有

售票厅、救生员休息室、卫生室、男女

更衣室等。目前，该游泳池的开放时间

为每天上午9点至晚上21点，采用公

益性收费，每场时间为90分钟，9点至

17 点为 25 元/场，17 点至 21 点为 30

元/场。

据悉，可拆装式多功能游泳池是

国家体育总局于 2014 年批准的一项

体育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因其投资小，

场地要求简约，安装便捷，功能齐全等

特点，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广。上海市

体育局于2016年6月完成招投标，并

先后在本市金山区、嘉定区、松江区、

奉贤区4个区县首次试点建造7个可

拆装式百姓游泳池。

近年来，菊园新区重视发展全民

健身事业，着力打造“15 分钟体育生

活圈”。菊园新区现有 2 个公共运动

场、4 个 365 百姓健身房、2 条健身步

道、1个体质监测室，健身苑点做到全

覆盖。 通讯员 朱敏敏

下载一部电影只需几十秒，看4K视频不再卡顿

嘉定年底将建成300个千兆小区

简讯

首票“自报自缴”
关税业务完成

本报讯 日前，首票“自报自缴”

报关单在嘉定出口加工区申报成功。

该单业务来自杜尔涂装系统工程（上

海）有限公司，其申报进口恒压器、钢

铁制导向器等一批材料器材，货值

22.6万元，企业自行确认应缴税款2.9

万元。此次“自报自缴”业务办理过程

中，企业申报和海关放行在短短一分

钟内完成，大幅提升通关效率。

自去年11月1日起试点的“自报

自缴”，指进出口企业、单位自行向海

关申报报关单及随附单证、税费电子

数据，并根据系统功能提示自行确认

和缴纳税费的行为。在通关环节，由过

去的海关专业审单部门审查确定企业

申报的税收要素、应缴税款，转变为企

业自行申报税收要素、自行计算（或根

据系统提示确认）并缴纳税款，货物放

行后由海关实施税收全过程抽查审核。

业内人士表示，这项税收征管改

革将大幅压缩通关时间，降低企业成

本，提升通关效率。

通讯员 陈方圆

嘉定工业区
在京举办创新沙龙

本报讯 8 月 5 日，以“创新·赋

能·加速”为主题的嘉定工业区创新资

源沟通沙龙在北京举行。在创新企业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上，嘉定工业区与

优客工场、地平线机器人、车主邦、快

手科技等18家企业代表签约。

通过此次沙龙，嘉定工业区全方

位地分享了产业创新成果，并与优秀

企业家代表和专家、导师共同探讨进

一步把握科技产业创新的趋势，更好

地推动产业创新转型。未来，嘉定工业

区将紧密围绕企业创新需求导向，围

绕企业精细服务，进一步完善政策体

系、优化创新创业发展环境，着力打造

一批创新创业平台，为企业创新创业

提供全方位、精准化的服务，助推创新

企业加速发展。 通讯员 朱雅君

嘉定葡萄
参加评比获奖多

本报讯 日前，市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中心、市瓜果行业协会等部门联

合举办2017年上海市优质葡萄、梨评

比活动。在此次评比活动中，嘉定区共

有13家葡萄生产企业携31个葡萄样

品参赛，共获奖项 29 个，其中金奖 4

项、银奖6项、铜奖19项。另外，梨也获

得1项铜奖。 通讯员 农轩

本报讯 “再先进的羊场，也不能

马虎大意。只有坚持长效机制，才能保

证净化‘布病’。”谈到“布病，区动物疫

病预防控制中心技术人员甘叶青的神

情严肃。8月9日下午，甘叶青和同事

来到位于徐行镇的上海永辉羊业有限

公司，对养殖基地内的羊群进行抽血

检查（见右图）。

甘叶青所说的“布病”，全名为布

氏杆菌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病，一旦染

上，病毒会侵害人和羊的生殖系统。

永辉羊业是上海地区最大的从事

种草养羊的畜牧企业，建有18个标准

化羊舍，共有生产母羊 2200 头，公羊

27头，后备母羊700头，所产种羊远销

内蒙古、甘肃、青海等省。这么大规模

的养殖场，甘叶青等技术人员丝毫不

敢懈怠。

为保障种羊场无疫病发生，区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每年都要对永辉

羊业的所有生产母羊进行两次抽血检

查，公羊每月都要进行一次，后备母羊

一旦成为生产母羊就需要立即检查。

为羊采血并非易事，需要一人抱

住羊头另一人稳住羊身，才能保证采

血针顺利插入。而羊舍内的高温、、扑

鼻而来的膻味和粪便味，丝毫没有影

响技术人员的工作效率。

一个半小时后，技术人员完成了

250头羊的采血工作。脱下工作服，里

面的衬衣和裤子早已湿透，但他们没

有休息，马不停蹄地将血样送回防疫

中心进行化验。

记者 秦逸超 文/摄

嘉定加强
动物防疫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