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国内不少城市在大数据上展开了积极探索。

上海浦东在大数据应用方面已集聚了大批代表性企业，

涉及金融、医疗、移动视频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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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2014年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申请受理相关公告
■申请受理时间

2014年10月15日至11月30日

■准入标准和供应标准

根据《上海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试行办法》（沪

府发〔2009〕29号），制订本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即

经济适用住房，下同）准入标准和供应标准。

一、准入标准
同时符合下列标准的本市城镇居民家庭，可以

申请购买共有产权保障住房：

（一）家庭成员在本市实际居住，具有本市城镇

常住户口连续满3年，且在提出申请所在地的城镇常

住户口连续满2年。

（二）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 15平方米（含

15平方米）。

（三）3人及以上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低于 7.2
万元（含 7.2 万元）、人均财产低于 18 万元（含 18 万

元）；2人及以下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和人均财产

标准按前述标准上浮20%，即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低于

8.64万元（含 8.64万元）、人均财产低于 21.6万元（含

21.6万元）。

（四）家庭成员在提出申请前 5年内未发生过住

房出售行为和赠与行为，但家庭成员之间住房赠与

行为除外。

同时符合上述标准，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单身人士（包括未婚、丧偶或者离婚满 3年的人士），

男性年满 28周岁、女性年满 25周岁，可以单独申请

购买共有产权保障住房。

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申请对

象，可以调整住房面积核算方式。具体办法，由市住

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另行制订。

二、供应标准
对申请购买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的，按照下列标

准供应：

（一）单身申请人士，购买一套一居室。

（二）2人或者3人申请家庭，购买一套二居室。

（三）4人及以上申请家庭，购买一套三居室。

（四）申请家庭人员较多、申请家庭人员代际结

构较复杂或者经区（县）住房保障机构同意，申请家

庭将原有住房交政府指定机构收购的，区（县）政府

可以酌情放宽住房供应标准，但须报市住房保障和

房屋管理局备案。

申请家庭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房源供应数量，

选择申请购买较小的房型。

上述标准，自2014年10月15日起实施。

【2014年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经济适用住

房）准入标准和供应标准及相关政策可登录浦东新

区政府网http://www.pudong.gov.cn及上海市住房保

障和房屋管理局网站http://www.shfg.gov.cn/查询】

上海市浦东新区住宅发展和保障中心
二〇一四年十月

2014年浦东新区共有产权保障房各街镇申请受理场所及服务电话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街镇

潍坊街道

花木街道

塘桥街道

上钢街道

周家渡街道

南码头街道

陆家嘴街道

洋泾街道

三林镇

北蔡镇

东明街道

曹路镇

金桥镇

川沙新镇

合庆镇

唐镇

张江镇

高行镇

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场所地址

潍坊路131弄1号

梅花路289号

峨山路488号4号楼

昌里路335号

南码头路1136弄35号乙

南码头路400号

乳山路130弄21号

巨野路219号

长清路2188号2楼教室

沪南公路1105号

上南路4206弄1号—3号

龚丰路85号

佳林路585号3号楼

新德西路359号

前哨路112号

唐兴路495号

张江路1458号13号窗口

新行路340号大厅13号窗口

咨询电话

51029075-8037、8038

33782206

68640002

51923215

50521092

50396125

68767121-106、137

38992133

50823008-203、204

68926111-1015

68303920-810

38923334

50550018

68397955-8001

68915897

58969632、58969896

20238256

68975621

序号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街镇

高桥镇

高东镇

金杨街道

浦兴街道

沪东新村街道

祝桥镇

惠南镇

老港镇

南汇新城镇

书院镇

周浦镇

康桥镇

航头镇

新场镇

大团镇

万祥镇

宣桥镇

泥城镇

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场所地址

张杨北路5168号

光明路433号

博山东路699号

凌河路69号

兰城路259号

南祝公路5058号

人民西路555号

建中路556号

芦硕路298号

新卫路8号

祝家港路190号

沪南路2538号

航头路188号

奉新公路331号

永春东路10号

万和路188号

六奉公路128号

新城路1号

咨询电话

58618186

38860023

68501658-140

38420797-261、267、270

58502908

58104508、58107180

68090232

58051665

20942127、20942195

58197612-8008

20922218

20913225

58229649-8120

58171717-8133、8135

68082756

58040070

58182909

58072950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在今年 8 月举行的南京青奥会

上，多个由上海迅图数码科技有限公

司自主开发，且具有创新性的信息系

统，为赛事期间运行最核心的部门

——赛事决策指挥中心的主运行中

心（MOC）和赛事技术运行中心

（TOC）提供了保障。以这家位于浦

东向城路的公司为代表，浦东的大数

据产业已初具规模。

集聚大批代表性企业

据介绍，青奥会主运行中心最核

心的系统，是由上海迅图自主研发的

基于物联网大数据的信息管理调度

平台，该平台集成了 QMAP 系统，

二、三维 GIS 图形引擎平台，以及

QMDB实时数据库系统等。

通过这套平台，可以展示每个场

馆的地理位置和每个场馆的即时影

像。由4G LTE指挥调度终端，1100
多辆青奥班车的实时位置和车载视

频、全市1万多辆出租车的实时位置

及载客情况等，都能全面、系统、详尽

地掌握在青奥会赛事组织者手中，能

够及时对应急事件进行监控、指挥、

处理。

据浦东经信委介绍，除上海迅图

外，浦东在大数据应用方面已集聚了

大批代表性企业，涉及金融、医疗、移

动视频等多个领域。

其中，上海普元的大数据业务已

覆盖大型商业银行、券商、保险、电信

运营商、电力系统等，对客户数百个

IT 系统的海量数据实现高速运算、

事中分析；汇纳科技的 IPVA视频客

流分析系统实施案例已超过 8500

家，在中国商业零售市场的占有率超

过 50%；万得资讯已建成国内最完

整、最准确的以金融证券数据为核心

的大型金融工程和财经数据仓库，国

内超过 90%的金融企业使用该公司

的产品和服务。

此外，宝信软件正在建设“宝之

云”IDC一期项目，将形成 4000个机

柜的规模，争取进入全国非电信运营

商体系 IDC 服务商的领先阵营；美

吉生物专注于新一代DNA高通量测

序技术的应用和推广、生物信息分

析、临床诊断试剂盒研发和转化医学

研究，大大缩短了医学科学从基础研

究到临床应用的时间；拍拍贷通过采

用来自第三方的数据信息、借入者个

人录入的信息、社交圈的信用评价信

息等，创新性地创建自己的信用评级

系统。

大数据发展尚需空间

“所谓大数据，实际上是要精确

的数据。从而通过对数据的搜集、研

究、应用，进行预先的判断。”上海杰

之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CEO李铧此

前在参加浦东举行的一场论坛时如

是表示。该公司在民航和铁路领域

创新的“设备生命周期服务理念与模

式”受到极广泛关注。

1 号店首席技术官兼技术部副

总裁韩军则认为，大数据并非是独立

的，而是需要和其他系统进行相互配

合，才能发挥更大威力。

“在一个电子商务的体系里面，

卖什么商品，要以什么价格销售，实

际上是零售业的两个永恒话题。”韩

军说，“1 号店平台有几百万的 SKU
商品，光靠人力是无法管理的，因此

我们创新了一个PIS系统，百分之八

十的商品可以参与自动调价，既提升

销量又提升毛利。”

而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

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看来，要让市民

有更好的大数据应用体验，政府应该

向社会开放更多的数据。他曾表示，

“实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在开放数据

上已有很好的实践。如美国就建立

了统一的数据开放门户Data.Gov，按
原始数据、地理数据和数据工具三种

类型开放政府拥有的公共数据。对

于平台上没有的数据，只要公众提

出，会有专门人员分析和回复。”

邬贺铨还指出，从 Data.Gov 公

布的数据中，商家可以找到很多商

机，“比如高中升学率与师资力量的

关系、空气质量与工厂数量的关系、

肥胖者数量与快餐店多寡的关系等

等。而在美国交通部开放航班飞行

数据后，有市民利用这些数据开发了

航班延误分析系统，帮助旅客选择正

点率高的航班，这使美国航班延误率

从早先的27%下降到近年的20%”。

邬贺铨表示，目前国内不少城市

在开放数据上也展开了积极探索，如

上海和广州在研究组建大数据局的

可能。“建大数据局只是一种形式，其

最终目的是：协调一个城市的信息化

建设和做到各部门的数据共享。”邬

贺铨表示，期待通过深化改革和完善

法制，推动政府的数据开放和智慧城

市的健康发展。

上海迅图为青奥会“保驾护航”

浦东大数据产业初具规模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首届“2014上海国际汽车后市

场博览会”（SIAAF）昨日在浦东新

国际博览中心举办。记者了解到，

针对国内汽车后市场快速增长的

特点，交通运输部在今年9月联合

9部委印发的《关于促进汽车维修

业转型升级提升服务质量的指导

意见》有望使汽车后市场的部分业

务有规可循。

“近年来每年 2000 万辆的产

销量，促使我国汽车保有量迅速

提高，达到 1.47亿辆，汽车后市场

产业链爆发式增长在即。”一位展

商告诉记者，以每辆车每年平均

行驶里程达到 2 万-3 万公里计

算，将催发汽车后市场如维修保

养、保险等产业的快速发展。

据介绍，目前汽车金融、维修

保养、汽车拆解再利用等领域的利

润在国内整个汽车产业链中的比

重越来越大。而实际上，在成熟的

汽车市场中，整个产业链60%以上

的利润来源于汽车后市场。

不过，作为汽车后市场的重要

组成部分，汽车维修市场的假冒伪

劣产品、虚高价格等乱象也如影随

形。为此，今年9月交通运输部联

合9部委印发《意见》，将汽车维修

行业定位为民生服务业，强制公开

汽车维修技术信息。

《意见》同时指出，鼓励原厂

配件生产企业向汽车售后市场提

供原厂配件和具有自主商标的独

立售后配件，允许 4S 店向非授权

维修企业或终端用户转售原厂配

件。

对此，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汽

车后市场正逐步成为我国下一步

规范发展的重点。在有关政策规

范、整理的基础上，国家或将逐步

密集出台汽车后市场的相关政

策，引导产业积极健康快速发展。在“2014上海国际汽车后市场博览会”上，一家汽车服务商为参观者展示汽车贴膜技术。□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汽车维修业转型升级指导意见发布

汽车售后市场将有规可循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日前，全球海运业巨头马士

基航运公司宣布，亚欧美 2M 海

运联盟已经通过美国联邦海事委

员会的裁决，于10月11日生效。

据悉，今年 7月，马士基航运

（Maersk Line）宣布将与地中海

航运有限公司（MSC）在亚欧、跨

大西洋、跨太平洋航线上进行为

期 10 年的船舶共享协议。由于

两家公司英文名称的打头字母

都是 M，因此此次合作被称为

2M联盟。

“整合的目的是共享基础设

施（航线网络），为客户提供更为

稳定和频繁的服务，提供更多的

直航航线及挂靠更多的港口。”马

士基航运解释，2M联盟将通过更

好的船舶运力配载和规模经济，

提升两家企业的航线网络效率。

据悉，2M联盟将包括 185艘

船舶，预计运力为 210万标箱，涉

及21条航线。

2M海运联盟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