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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谢

昨天下午，第三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技术装备展区展前供需对

接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

现场共有 60 余家参展商和 100 余

家采购商洽谈对接，三菱电机、日

立、陶氏公司、诺基亚、江森自控、佳

能、霍尼韦尔、通用电气等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纷纷参加。

当天，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参展商联盟工业数字转型专业

委员会也在国家会展中心正式成立。

对接会现场，一款正不断“搬

运”小物件的机械臂吸引了很多人

的目光。这款来自丹麦优傲机器人

的机械臂可通过电动夹爪和视觉系

统完成一系列协作要求。

今年是优傲机器人首次参加进

博会，届时将带来多款协作机器人

产品及其在不同领域的应用。最和

百姓生活相关的，莫过于将在进博

会上首次亮相的智能咖啡机器人和

“咖啡厨房”。“智能咖啡机器人可

以通过向咖啡大师‘学习’，完成精

细化的咖啡冲调和拉花。可以说，这

个机器人制作的不仅仅是一杯咖

啡，也是一杯‘大师级’的咖啡。”

优傲中国区市场部经理李君介绍。

在对接会现场，来自德国的汉

斯希尔打出了“全屋净水，不止饮

水”的标语。这家第三次参加进博

会的德国企业将带来最新 “升级

版”的智能物联网净水设备，如同

家中的“监测管家”，除了饮用水，

包括地暖用水、生活用水的安全防

护也可以一手掌握。而针对今年的

疫情，汉斯希尔预计将在此次进博

会上“中国首发”一款“全屋隔断”

设备，可通过控制阀门防止水流回

流，将包括医院、诊所等特殊场所的

用水与生活区域更好地隔离开。

此外，5G 领域的新产品、新技

术成为了技术装备展区大量参展商

的发力点。例如福禄克公司展示的

一款光损耗测试分析仪，公司负责

人告诉记者，这最新研发的产品将

在进博会上完成“中国首发”，“它

在两个波长上对两条光纤的认证只

需 6秒即可完成，认证速度已经达

到世界领先”。此外，还有一款“中

国首发”产品“关键资产温度监控

系统”也将在进博会现场现身，在

数据传输和监控领域更加适应智能

工厂建设的需求。

富士胶片同样针对 5G建设做

了有针对性的准备。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企业将在展台专设“5G专

区”，展示一款采用钡铁氧技术的

LTO8数据流磁带，其单盘容量达到

压缩后 30TB，存储时间可长达 50

年以上，将有力支撑未来中国新基

建引领下的大数据产业发展。

第三届进博会技术装备展区共

设置高端制造、解决方案和科技环

保三个主题馆，涉及数控机床、工业

零部件、产业机械、工业产成品、工

业自动化、数字信息化、综合电子、

半导体芯片、暖通设备、净水设备、

全方位解决方案、能源等诸多行业。

记者从进口博览局了解到，对

接会上参展商热情高涨，三菱电机、

陶氏、株式会社不二越、兄弟、英格

索兰、贝克休斯、艾默生、贺利氏等

一批装备行业巨头，昨日签订了后

三年参加进博会的合作备忘录。

记者 倪 冬 通讯员 顾佳捷

晨报讯 搬家时因为养了 10

多年的宠物狗年事已高，遂将其遗

弃在东方路龙阳路附近一花园内，

最终导致这条狗疑似被车辆撞击受

伤、骨盆骨折。

近期，浦东警方根据养犬登记

信息找到了这名被遗弃犬只的主

人，根据《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

对其处以罚款 500 元、吊销《养犬

登记证》、收容犬只的行政处罚。

7月 28 日上午，在东方路龙阳

路路口有热心市民发现一只走失家

犬，且有受伤的痕迹，疑似被车辆撞

击过。经宠物医院救冶，该犬只骨盆

骨折，患有老年犬的基础病。

为使家犬得到切实的关爱和照

顾，爱狗人士向浦东公安分局潍坊

新村派出所寻求帮助。接报后，民警

立即通过信息系统查阅犬只资料。

经查，该犬只于 2011 年 7 月 27 日

在潍坊新村派出所登记办理养犬登

记证，登记住址为辖区内一处公房，

并于当年接种防疫疫苗，此后再无

办理养犬登记证的记录。

于是，民警通过电话联系该犬

只主人吴某，告知其该犬只目前情

况，通知其尽快将犬只认领回家。但

吴某表示其早已搬迁至南码头街道

辖区，由于此犬年事已高，遂弃养。

针对上述情况 ，潍坊新村派出

所在治安支队指导下，于 7 月 30

日下午会同南码头路派出所前往吴

某现居住地就其弃养犬只的违法行

为对其进行口头传唤。

经询问，吴某如实供述其于 7

月 28 日上午 9 时许将饲养的黄色

小型杂交犬遗弃在东方路龙阳路附

近一花园内。后该犬只在浦东新区

仁济医院门口被路人发现并运至宠

物医院救治。

《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第四

十七条规定，“遗弃犬只的，由公安

部门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

款，并吊销《养犬登记证》，收容犬

只。养犬人五年内不得申请办理

《养犬登记证》”。

警方提醒：养犬人应当依法养

犬、文明养犬，不得随意遗弃饲养的

犬只，遗弃猫、犬也会受到相应处

罚。

第三届进博会装备展区将带来哪些“首发”产品

智能机器人冲调出“大师级咖啡”

遗弃宠物狗被罚 500元
浦东警方依法吊销犬主人《养犬登记证》，并收容犬只

记者 徐妍斐

晨报讯 “立秋”已过，申城

暑热未消。天气预报显示，目前洋

上已有双台风胚胎，其中一个有

望加强为今年第 5 号台风 “蔷

薇”。从下周中期开始，近期“散

装雨水”频发的天气将告一段落，

更酷热的“多晴少雨”模式开启。

8 月的高温在被台风打断过

后，又被阵雨打断了。上海昨日以

多云到阴天气为主，北部地区出

现阵雨天气，气温略有下降，大部

地区最高气温在 33℃上下。
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今天本

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部地

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需加强防范。

气温也比较高，最高气温预计

34℃-35℃，闷热体感明显，要做
好防暑降温。

下周初仍是多云与午后雷阵

雨相结合的天气，最高气温 34℃
-35℃，体感闷热。从今天起到下
周初，申城处在“可高温可不高

温”局面，看似酷热得不够稳定，

但加上时有时无的雨水后，体感

温度直飚。因为体感温度除了受

气温影响，还会受湿度等因素影

响。比如，在 60%的湿度下，气温

33.3℃时，体感温度会超过 40℃。

打游击似的雨水将在下周中

期撤退。根据预报，下周三开始，

本市天气晴热少雨：气温一路“唱

高调”，极端最高气温可达 37℃，
气象部门提醒防暑降温要加强。

另外，在近期副高南退的格局

下，目前存在于洋上的双台风胚胎

过得比它们的“前辈”———第3号

台风“森拉克”和第 4号台风“黑

格比”当初要艰难。其中，在菲律

宾吕宋岛以东洋面上出现的热带

低压未来有可能成为今年第 5号

台风“蔷薇”。预计，低压中心将以

每小时 40 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

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增强。

综合晨报记者 王嫣、新华社报道

昨日是第十二个“全民健身

日”。这一天，上海在严格落实各

项防疫措施的前提下，组织安排

了近 400 场“全民健身日”主题

活动。此外，上海共有近千处公共

体育场馆、市民球场、市民健身

房、市民游泳池等公共体育设施

向市民免费开放，吸引众多百姓

热情参与运动。

“三、二、一，开始。”家住浦

东的陈女士拿着手机为妈妈拍摄

柔力球视频。另一边，家住徐汇区

的王曦架起自拍杆，一个、两个、

三个⋯⋯他正在给自己拍摄颠球

视频。

类似的线上运动会，正在上

海各个地方开展，市民通过一部

手机就可参与。据了解，上海市第

三届市民运动会线上赛事活动已

于 6月 15 日开赛，各项线下赛事

活动也在 8 月陆续展开。截至 8

月 3 日，第三届市民运动会的线

上比赛活动已经举办 140 多场，

参与人次达 125万。在 8月，还有

90 场线上赛事可供市民选择，预

计吸引 37万人次参赛。

上海市第三届市民运动会积

极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

市为人民”理念，以“健康上海，人

人来赛”为主题。组委会将指导各

办赛主体严格落实“一赛事一方

案”“一赛事一报备”的要求，制

订防疫方案和应急预案，建立行之

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

记者在东方体育中心看到，众

多市民在室外跳水池享受难得的

清凉。据东方体育中心工作人员介

绍，今年与往年最大的不同，在于

新增了游泳项目线上预约制。在保

证人均游泳面积在 5 平方米 / 人

的防控要求下，室内游泳馆和室外

跳水池共开放 7 个时段、2750 个

游泳名额。据悉，为科学防疫，东方

体育中心除篮球项目外，全部公众

开放项目采用预约制。8 月 6 日

10点开放预约通道后，许多项目

的名额就被全部“秒光”。

昨日，第五届“万步有约”健

走激励大赛（上海·普陀）启动仪

式，以及上海市第三届市民运动会

上海家庭亲子运动会（普陀站），

也在长风大悦城高登公园拉开帷

幕。奥运冠军陶璐娜也带着儿子一

起接受了空中乒乓球接力、短绳转

圈、夹气球跳、跳充气棒和乒乓拍

打毽子“五项全能”大挑战。本次

活动还通过抖音进行直播，许多家

庭线上互动非常活跃。

申城开启更酷热的“多晴少雨”模式

下周三起“晒力升级”将冲击 37℃

昨日是第十二个“全民健身日”

近 400场活动点燃市民运动热情

昨日傍晚，市民在北外滩滨江散步纳凉。 /晨报首席记者 任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