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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潘永军 浦东报道

临港国际智能制造中心建设，将

有一台功能强大的“发动机”提供动

力。12月 18日，上海智能制造研究

院（筹）在临港宣告成立，该研究院由

上海交通大学与临港管委会联合发

起，将整合国内外智能制造领域优势

资源，在临港打造具有国际知名度的

智能制造前沿关键基础平台，助力临

港制造向“智造”迈进。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

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姜斯宪出席成

立座谈会并讲话，上海临港地区开

发建设管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任陈鸣波讲话。上海交通大学常务

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林忠钦受

聘为上海智能制造研究院（筹）首任

院长。

智能制造是什么？交大专家如

此描述：在数字化生产平台上，元件、

半成品和待交付的产品都有各自的

编码，一切生产数据都记录在案，可

供追溯；车间里空无一人，生产线可

以自动确定每道工序的生产流程，自

动生产出不同的产品……

临港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

际智能制造中心，是落实市委、市政

府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

技创新中心”的总体要求，聚焦科技

创新功能建设的举措。今年10月14
日，市政府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上海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

临港行动方案》和《关于建设国际智

能制造中心的若干配套政策》。《方

案》称，上海临港地区将打造国际智

能制造中心，预计 2020年初步形成

框架，2025年基本建成。

在方案中，临港提出了六个方面

24条行动措施。包括构建智能制造

服务平台、推动智能制造产业发展、

构建智能制造跨界合作体系、强化智

能制造人才保障、加强智能制造金融

支持和做好服务保障等。

上海智能制造研究院（筹）的成

立，无疑为临港从制造迈向“智造”提

供了重要平台和发动机。据介绍，

研究院作为集技术研发、成果转移

孵化、高端人才集聚为一体的创新

研究机构，将得到上海交大在研究

设备设施、教授团队人员、技术成果

等方面的投入；临港管委会则提供研

发与办公环境、实验室、政策扶持和

经费支持等。项目一期规划总面积

约 7200平米，将建设智能机器人、智

能传感与物联、智能生产系统等9个

研究所。

林忠钦表示，上海智能制造研究

院将致力于汇集海内外研究机构，以

及政策、法律、产业和技术领域的知

名专家，发挥平台优势，担负政府智

库功能，同时，将整合优势资源，协同

攻关，突破智能制造的核心关键技

术，为企业占据制造业高端和长效发

展提供技术支撑。

“我们还将为企业培养具有国际

视野的综合性高端人才，并组建研发

团队，建立智能制造专业实验室，培

育孵化创新型和产业公司，并计划建

立国际学术机构、研发中心联合实验

室等。”林忠钦说。

“上海智能制造国际研讨会”也

在当天举行，国内外智能制造专家

齐聚临港，聚焦中国制造 2025、智能

制造、机器人及其应用等专题进行

了研讨。

■见习记者 徐阳 浦东报道

12月 18日下午，区委召开第六次双月座谈会，市政府副

秘书长、区委副书记、区长孙继伟在新区“两会”召开前听取

各民主党派区委、区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对《政

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孙继伟首先说，邀

请党外人士座谈,是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固定程序，也是全社

会各界人士群策群力、风雨同舟的重要体现。希望大家知无

不言、言无不尽。

在发言中，大家认为，新区政府工作报告是对 2016年浦

东工作和“十三五”规划的一个展示，开创了自贸区背景下一

级地方政府探索政府职能转变的新局面。同时，与会人员对

做好2016年政府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民盟区委主委、金融学院教授吴大器认为，浦东的“短

板”问题要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更具体地指出，有助于新区政

府更加高效地推进工作。民进区委主委、洋泾中学校长张少

波表示，希望明年新区政府提高规划发展的统筹性和预判

性，对于重大问题要更细致、深入地调研，要站在百姓的角度

考虑问题，以更详细、鲜明的表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给百姓

一个满意的答复。致公党区委主委、第二工业大学高教研究

所所长汪敏生提到，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放眼新的五年规划，

起点很高，落实到具体情况时，数据要充分，来龙去脉要明

晰，便于社会各界人士“以问题为导向”，积极参政议政。无

党派人士、知联会会长、市司法局副局长陈春兰则认为，政府

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人民最关注的领域，对浦东新区的百姓来

说，教育、卫生、养老、文化以及特大型城区的安全都是十分

重要的，此类问题都不能靠“举数字、列指标”含糊带过。

会上，孙继伟仔细倾听，不时与大家深入交流。听完发

言后，孙继伟感谢各民主党派区委、区工商联、无党派人士

一直以来对新区政府工作的支持。他说，大家提了许多很

好的意见和建议，发言对做好政府工作很有启发、很有帮

助。新区政府将认真梳理各项意见和建议，对政府工作报

告进行进一步完善。新区将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主

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

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全力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和

科创中心建设，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

风险等各项工作。

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庆善主持会议。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18日，“2015年最受航运界关注的 100位中国人”榜单发

布暨“2015年度中国航运颁奖盛典”在上海东郊宾馆举行。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浦东

新区副区长简大年致辞时透露，在交通部的支持下，上海

自贸区有望于近期在国内率先启动航运高端人才“双认证”

创新试点，浦东与英国皇家特许船舶经纪协会和交通运输

部职业资格中心紧密合作，共同培养、共同颁发航运培训证

书，这将成为国内高端航运人才培训机制的一次重要创新

突破。

最新数据统计显示，目前，浦东已经汇集各类航运企业

及相关机构6000余家，吸引航运人才超过12万人，涵盖了船

舶及海工建造、航运物流、海事法律、航运教育与研究等各个

领域。近年来，浦东通过成功引进中外运长航、亚洲船级社

上海中心、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波罗的海交易所、美国保

赔协会、国际海事教师联合会等一批国际知名企业和功能性

机构，汇集了一批高端航运创新创业人才，让浦东航运人才

库得到持续充实。

此外，浦东正积极与国际接轨，通过航运人才系统工程

建设，进一步提升航运发展的核心功能。

此次盛典由中国船东协会、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管理委员会、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主办，航运界网、浦东新区航

运服务办公室承办、海航物流集团与利比里亚共和国海事局

协办，同时也得到了上海市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工作推进小组

办公室与波罗的海航运公会上海中心的大力支持。

12月18日，由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博物馆、佳木斯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佳木斯博物馆联合主办，佳木斯市俄
罗斯油画收藏馆承办的《俄罗斯精品油画展》在南汇博物馆大厅举行了开幕仪式。本次展出的近百幅俄罗斯油画均
为俄罗斯写实主义油画家的精品佳作，参展的画家包括俄罗斯人民艺术家、功勋艺术家及列宾美院教授等，其中还有
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卫国战争的老兵。展览将于2016年1月8日结束。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任文娇 卢晓川

日前，区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

人大代表，分两路视察了浦东新区

重大工程和实事项目的建设和管理

情况。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花以

友、陈建、吴大器参加视察，副区长

谢毓敏陪同视察。

2015年，新区部署的重大工程

共83项，项目总投资约1110.6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135.2亿元。其中，市

级重大工程 30项，新区 53项。截至

今年 11月底，已累计完成当年工作

量的 96.3%，预计至今年底，将圆满

完成年度建设任务。此外，在相关

部门的通力协作下，新区全年52项、

涉及 16个责任单位的实事项目“当

年立项、当年完成”。

业已竣工的迪士尼公交枢纽是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一期工程最大的

交通枢纽。据介绍，该公交枢纽启

用后可容纳 300 辆出租车，15 条专

线巴士。其中，公交枢纽北侧候车

廊供园区里11条路线的穿梭巴士停

靠，其余两个候车廊计划停靠江浙

商旅快线。为鼓励游客乘坐公共交

通前往迪士尼乐园，江浙商旅快线

将采取车票与度假区门票联动的形

式，保证远道而来的游客能顺利买

到乐园门票。

建设中的东西通道西起延安东

路隧道浦东出口，沿世纪大道至陆

家嘴东路，向东折向浦东大道至金

桥路，工程全长 7.8km，建设内容包

括道路建设、隧道建设和桥梁建

设。东西通道建设同步涉及轨交14
号线 6站 6区间。项目于 2007年 12
月开工，预计将于 2020 年建成通

车。建成后的东西通道将改善外滩

及小陆家嘴等 CBD 核心区的环境

和交通，优化中心城区交通路网，提

升城市功能。同步建设的轨交14号
线，将为金桥地区及浦东大道周边

居民的出行带来方便。

相关人士介绍，今年底，中环线

浦东段将全线竣工，项目于 2013年

5月 11日开工，今年 9月 28日高架

主线部分试通车。该工程竣工后，

上海中环线将形成一个真正的环形

快速通道，实现中环线全线贯通，成

环后的中环线将完善新区路网布

局，并满足区域交通需求增长的需

要，有效改善申城居民出行条件。

菜场建设是新区 2015 年实事

项目之一，位于高桥镇的冬融中心

菜场环境整洁，菜品丰富，价格实

惠。2015 年，新区建设完成 20 家

标准化菜市场、2 家中心菜场、6 家

限时菜场、10家生鲜菜店。中心菜

场是标准化菜场的升级版，通过与

品牌规模生鲜经营企业合作，打造

新型生鲜零售业态，为消费者提供

更优质的消费体验。除了建设改

造标准化菜场，新区根据实际情

况，通过在街镇社区空置场地开设

限时菜场，租用社区商铺开设生

鲜菜店，尽可能满足居民日常买

菜需求。

今年，潼港六村被纳入旧住房

综合整新及二次供水改造项目。如

今，小区面貌焕然一新，车辆停放井

然有序。社区居民也享受到了更优

质、更便利的供水服务。2015年，新

区对陆家嘴街道、张江镇、惠南镇、

沪东街道、潍坊街道、康桥镇等区域

约81万平方米旧住宅小区进行了综

合整新，包括对屋面、墙面、道路、楼

道、绿化等修缮。项目总投资 1.07
亿元，于 2015 年 5 月开工，12 月竣

工。该实事项目共涉及 14 个小区

311幢房屋，建筑面积 80.98万平方

米，受益居民约11560户。

让老年朋友“老有所乐”也是新

区实事项目关注点之一。南泉路

上的浦东新区社区学院是所老年

大学，致力于为浦东新区老年人提

供优质的教育服务。学校师资队

伍精良，配备钢琴、声乐、编织、舞

蹈、书画、影视、计算机、茶艺等多

个专用教室及多功能展示厅。学

校目前共开设 180 个班级，每学期

学员人次在 4000 人次左右，并于

2015年在川沙开办分校区。据悉，

“十三五”期间，新区还将规划建设

新的老年大学。

代表们对新区重大工程实事项

目的推进工作表示肯定。代表王玉

妹说，实事项目的落地让老百姓实

实在在受益。代表吴婉音说，重大

工程项目的建设体贴民情、体现民

意，惠及千家万户，让老百姓生活更

便利。

俄罗斯精品油画亮相浦东

市人大代表集中视察
合庆环境整治

（上接1版）

部分人大代表在视察时表

示，合庆地区环境综合治理快速

推进并取得显著成效，得益于

市、区相关部门上下联动，力量

下沉、全力以赴。此外，合庆镇

坚持群众主导，发挥了基层自治

作用。通过运用“1+1+X”，破解

短时间内拆违和产业结构调整

及土地减量化等难题，最大程度

争取企业业主实行自拆、助拆，

尽量减少执法倒逼和强拆，有效

解决了整治工作法治支撑不够

问题。

在视察中，殷一璀要求，要

加强环境综合整治的整体协调

推进，为基层治理工作提供更多

支持；要更好地将环境整治与社

会治理相结合，完善基层治理，

促进解决城市管理中的“老大

难”问题；要注重加强后续长效

管理，将阶段性整治经验转化为

在更多区域更长时间内的有效

做法。

殷一璀指出，作为地方立法

机关，市人大常委会要重视区域

环境综合整治所反映出的法治建

设“短板”。要加大各级人大的执

法检查力度，在治理过程中积极

发挥作用；要收集梳理好治理中

反映出的问题，认真研究相关立

法需求；市人大常委会将把区域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列为明年的重

点监督项目，进一步发挥各级人

大和人大代表的作用，和各级政

府共同努力把相关工作做好，为

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福祉。

座谈会上，市委常委、区委书

记沈晓明表示，合庆镇环境综合

整治起源于市人大代表在两会上

的发言，发言引起了市委主要领

导的高度重视，并交由新区政府

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推进。在整

治过程中，市、区、镇三级人大都

充分发挥了依法监督的作用。浦

东只有坚持标本兼治，在解决群

众反映强烈、影响群众生产生活

的安全隐患、违法建筑、水污染、

空气臭味、交通不便等眼前问题

的同时，坚持系统治理，解决了困

扰该地区长远发展的深层次问

题，才算是真正完成了合庆镇环

境综合整治任务。

市政府副秘书长、区委副书

记、区长孙继伟说，浦东开发开放

25年的快速发展，在取得举世瞩

目成就的同时，也在城市管理、城

乡环境等方面出现了一些“短

板”。浦东将举一反三，将合庆环

境综合整治的经验复制、推广到

全区面上，以坚强有力的实际行

动补齐城市管理的“短板”。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唐周绍，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吴福康，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品华，副

区长张玉鑫参加活动。

临港“智造”装上强大“发动机”
上海智能制造装备研究院（筹）落户临港科技城

新区人大代表视察重大工程实事项目

预计年度建设任务将圆满完成

孙继伟与党外人士
进行座谈

2015中国航运百人
在浦东揭晓
航运高端人才“双认证”启动在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