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浦东开发开放24年来，开发区在创造

浦东速度、打造浦东形象、塑造浦东功能方

面的作用毋庸置疑。当前，全球范围内开

发开放先行地区的激烈比拼，越来越表现

为以文化内涵和营商环境为核心的综合实

力竞争。浦东要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排

头兵，各开发区就要在承载国家战略的同

时，打造成为具有引领作用的文化高地。

开发区文化大发展是浦东“二次创业”

的题中之义。浦东一次创业期间，受制于

历史条件，开发区的文化功能相对滞后于

经济实力。时至今日，在开发区的文化根

基培育、文化品牌打磨和文化氛围营造中

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与浦东的经济地位

和职责使命不适应。“二次创业”阶段，“创

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战略主线，必然要求

开发区在文化服务、城市空间、生活品质方

面，满足吸引创新资源和创意人才集聚的

综合条件。这进一步决定了开发区只有具

备超越基本文化保障的更高要求、对标国

际一流水平的全局视野，才能起到应有的

引领作用和示范意义。

开发区的综合竞争实力最终要靠文化

来衡量。有一种观点认为，开发区搞好经

济效益是主业，文化繁荣不过是锦上添

花。而遍观著名的全球城市，文化与经济

的相辅相成、艺术与产业的相伴相生成为

普遍现象，国际经济中心往往同时也是文

化影响和价值观念的主要输出地。华尔街

与百老汇毗邻而伴，伦敦金融城与享誉欧

洲的巴比肯艺术中心相距咫尺，在经济影

响跨越国界的同时，文化艺术与产业形态

的珠联璧合，最终打造了近悦远来、产城融

合的良性格局。浦东开发区要重新评估文

化积淀的深远影响，理顺文化建设体制机

制，整合各级文化资源，真正把文化发展纳

入开发区规划总蓝图，提振开发区的软实

力。

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开发区文化建

设。改革发展转型、体制机制创新是开发

区新阶段的必然使命，开发区文化建设也

必须与浦东改革开放的功能相适应，要在

尊重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以改革创新

精神推进文化体制创新。开发区文化建设

的路径，就是要注重引入市场机制，发挥社

会和民间的力量，不能走政府一手主抓的

老路。相关主管部门的工作重心，要更多

集中在搭建交流平台、提供政策扶持、畅通

配套服务上，引导各类企业集团、社会组

织、文化人才和社会民众积极参与，把蕴藏

在社会中的文化活力激发出来，在文化管

理体制领域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丰富浦东全面深化改革的基层实践。

打造一座城市，犹如酿造一坛美酒。

政府文化服务平台的搭建，园区企业文化

的建设，社会民众文化品味的培养，都不可

能一蹴而就，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更

为关键的是，面对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

市的战略目标，要以开发区文化建设为契

机，长远思考浦东在全市文化大格局中的

定位与功能，抓住有利形势，塑造文化品

牌，为浦东“二次创业”提供核心价值导向

和精神文化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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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昨日，市委常委、区委书记沈晓明赴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员会调研，听取团区委工作的情况汇报并进行座谈。沈晓明表

示，团区委的工作需要顺应新形势和新环境，既要符合时代特点，

也要形成浦东特色。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吴福康参加座谈。

沈晓明表示，要把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

人，当作团区委工作的重要任务。他说，当前尤其要加强思想引

导，带领广大青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青年人听得懂、能

接受的方式，宣传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此过程中，团区委

要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使团区委工作符合时代特点，形成浦

东特色。在符合时代特点方面，要做到体制内外全覆盖，这对团

区委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团区委需要用活动来聚人心，也要用

新媒体来聚人气。在形成浦东特色方面，浦东的关键词是改革、

创新创业、国际化、面向全世界，这需要团区委探索如何进行互相

之间的结合，形成自己的工作方法。

沈晓明同时表示，团区委要通过树立青年榜样、培养年轻干

部、加强基层团干部队伍建设等方式，大力举荐和培养优秀的青

年人才。

浦东现有 14岁至 35周岁的青少年 210万人，团员总数约 20
万，其中学生团员 4.13万。全区现有各类团组织 5285家，其中体

制内3167家，“两新”组织2118家，后者在近三年呈现快速增长的

态势。团区委秉承“小故事诠释大道理，小人物传递正能量，小制

作盘活大平台”的理念，目前平均每周开展活动5次。其中，“淘公

益”青年公益平台创新的公益O2O模式和C2C模式，成为集网

站、移动端、新媒体为一体的公益淘宝平台，为志愿者、公益社团、

爱心企业、受助者四大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实现公益资源的自

运转和高效益。上线两年以来，“淘公益”共注册公益社团402个、

志愿者3.4万名、日访问量约2000人次，入选上海市社会建设创新

项目30强。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一旦海上运输发生险情，求助

于海损理算师是一条降低意外事

故所造成的损失及费用的捷径。

未来，浦东将成为该航运领域“金

领人才”的发源地之一，并由此弥

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在海事

仲裁方面的“软肋”。日前，中国贸

促会上海海损理算中心顺利完成

工商注册手续，正式落户浦东陆家

嘴并开始运营，这也是国内第二家

海损理算专业机构。

业界认为，中国贸促会上海海

损理算中心的成立，弥补了上海航

运市场在该领域的空白，这也与浦

东近年来致力于走航运服务高端

化、国际化的路线相符。

中国贸促会理算中心主持编

制的《北京理算规则》是国际航运

两大理算规则之一，为海事争议解

决提供独立公正的理赔依据，在国

际航运界有着重要影响力。

2011年，中国贸促会与浦东新

区人民政府签署了《关于加强海事

法律服务促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

建设的合作框架协议》，中国贸促

会批准在上海成立上海海损理算

中心。

据中国贸促会上海海损理算

中心经理陈黎明介绍，该中心将在

沪开展海损理算、海损检验、海上

事故处理咨询、财产损失理算、财

产损失评估、财产损失定损等海事

法律服务。

海损理算最早起源于英国。

由于在海上运输中船舶难免发生

意外事故，为向船东及相关方提供

处理意见，并在事后协助理赔，海

损理算师这一职业由此诞生。据

悉，海损理算在我国已有40多年的

历史，但我国海损理算师却寥寥可

数。理算师主要依靠数年或者数

十年积累的经验，在发生事故时向

船主或者雇主提供专业的技术支

持，并在事后协助理赔，帮助他们

最大限度地获得公平赔偿。因此，

培养一个优秀的海损理算师并不

容易。

“上海海损理算中心的职责之

一，就是培育高端的海损理算专业

人才，并参与国际海损理算业务发

展专题研究，与国外知名海损理算

机构开展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在

国际上树立中国本土的专业理算机

构形象，以提升上海国际航运中心

建设的国际化程度。”陈黎明表示。

据悉，上海海损理算中心在办

理登记过程中，面临名称登记、业务

监管不明确、前置审批等问题，在新

区航运办、陆管委、区市场监管部门

的协调沟通下，争取到上海市交通

委、工商局、保监局等相关部门的大

力支持。最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中国贸促会上海海损理算中心11月
正式完成工商登记注册手续。

上海海损理算中心也正考虑

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内设立相关机

构，以探索建立适应市场需要的高

效管理模式。

在海损理算中心落户之前，国

内唯一的专业海事仲裁机构——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也

选择扎根浦东，两大机构今后将互

相配合协作，共同提高上海的海事

法律服务软实力。

■本报记者 张敏 浦东报道

浦东已经实现居、村委社区人口信息采集点全覆盖。截至目

前，浦东开通建成了 1152个社区人口信息采集点，采集的信息将

为居民养老、就学等社会服务提供基础依据。

2009年浦东已经开始推动信息采集工作。当时，上海市公安

局浦东分局人口办发文要求各居、村委建立信息采集室。经浦东

公安分局人口办测算，每年将通过信息采集点新增、变更、消除约

200万条来沪人员信息。通过整合、共享这些人口信息，居、村委

干部可以及时掌握辖区内的人口变化状况，同时可以在信息采集

过程中第一时间发现“群租”等社会治安热点、难点问题线索。社

区居民也可以在采集点就近办理来沪人员居住登记、本市户籍人

口分离人员居住登记，并根据居住登记所在地的相关政策，享受

学龄子女就近入学、老人居家养老等各项公共服务。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上海轨道交通网络正日益扩

大。今年年底，13号线一期、16号

线部分区段将正式开通。其中 16
号线的全线贯通，将大大方便浦东

地区居民的出行。

16号线西段（罗山路站至龙阳

路站）区段将于年底投入运营。16

号线西段工程全长7公里，途经华夏

中路站。去年，16号线开通了罗山

路站至滴水湖站区段，在罗山路站

与11号线实现换乘，但仍未充分发

挥16号线的最大功能。

年底通车后，与 16号线换乘的

轨道交通线路将从一条 11号线增

加至4条，即2、7、11号线和磁悬浮，

大大提高了该条线路与轨道交通

路网的融合度。乘客除了可在罗

山路站换乘11号线外，还可在龙阳

路站换乘2号线和7号线进入浦西、

换乘磁悬浮列车前往浦东国际机

场。

根据计划，年底，13 号线一期

部分（金沙江路站至长寿路站）区

段也将投入运营。其中，13号线新

开通路段将分别与 11号线的隆德

路站和 7 号线的长寿路站形成换

乘，这意味着16号线换乘的地域将

更广。13号线分一期、二期、三期

建设，目前该线只开通运营了一期

中的部分区段，即金运路站至金沙

江路站。整个一期工程从金运路

站至南京西路站，二期为南京西路

站至华夏中路站，三期为华夏中路

站至张江路站。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加装尾气净化装置，可以有效遏制

柴油车黑烟排放问题。今年年底前，浦

东公交将完成100辆国Ⅲ排放车辆的尾

气净化装置改装工作。

为落实上海市 2013年至 2017年的

《空气清洁行动计划》，降低环境污染，浦

东公交将车用柴油机颗粒物减排系统

（DOC+CDPF系统）试用到国Ⅲ排放车

辆。其中，浦东杨高公交周浦分公司

175路、581路、992路共计51辆S0E车型

的公交车改装了尾气处理系统。改装尾

气净化装置后，就像在发动机排气口戴

上一个具有超高过滤能力的“铂金口

罩”，不让黑烟颗粒直接排放到大气中。

解决柴油车尤其是城市内柴油公交

车的颗粒物排放，是交通领域环境治理

的重中之重。这次为柴油车戴上“铂金

口罩”，可以从源头上减少柴油公交车颗

粒物的排放量。该系统由柴油机尾气氧

化净化器和柴油机黑烟触媒过滤器组

成，在过滤器内部涂敷贵重金属铂金和

钯金，起到催化剂作用。利用发动机尾

气的余热，让过滤后的黑烟颗粒进行“二

次燃烧”，取得更好的净化效果。

轨交16号线龙阳路段年底开通
实现4线换乘 方便浦东居民

上海海损理算中心落户浦东
弥补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海事仲裁“软肋”

浦东百辆公交车
戴“铂金口罩”
彻底根治“冒黑烟”

沈晓明对团区委工作提出要求

符合时代特点
形成浦东特色

浦东实现社区人口
信息采集点全覆盖

昨天是第27个世界艾滋病日，地铁2号线金科路站附近广场上，一群胸前写着“艾滋感染者 求拥抱
不传染”的“艾滋狮”四处奔走，“求抱抱”；令人高兴的是，每位被“求抱抱”者都张开了怀抱，还有很多行人
主动跑过去抱抱“艾滋狮”。

新区疾控中心主任孙乔透露，特别希望年轻人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目前新区管理的艾滋病感染者
及病人近900人，感染人数上升势头得到控制。“20来岁男男性行为成为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在新发感染
者中超过60%。”为了鼓励高校学生参与进来，疾控中心向新区各大专院校征集艾滋病日活动策划方案，
最终呈现在昨天的现场上：开场是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的舞蹈快闪，随后是五项“爱之浦东”主题活
动。 □本报记者 张琪 摄影报道

“爱之浦东”张江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