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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日前，“文明共建”签约暨第28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大

型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在浦东百联世纪购物中心广场举行。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委主委

蔡威，中共浦东新区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金梅等出席签约

仪式并参加现场活动。

今年“国际科学与和平周”的主题为“科技强国和平发

展”。活动现场，来自新区人民医院、东方医院、公利医院、上

海中医药大学等医疗机构及高校的农工党专家学者坐堂义

诊，并提供心电图和血糖测定、量血压等服务，前来咨询的社

区居民络绎不绝。法律专家耐心为居民们解答了有关婚姻、

继承、老年人赡养、房产分割等诸多热点问题。

在举办科普讲座的大礼堂，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袁秀

荣主讲的“如何用阿胶来养生”吸引了大批居民前往聆

听。社区居民们对农工党市委会“送医上门”“送法到家”

赞不绝口。

本次活动由农工党上海市委会主办，农工党浦东区委

会、浦东新区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浦东新区卫计委、浦东新

区潍坊新村街道办事处共同承办。

■本报记者 蔡丽萍 浦东报道

11月 11日上午，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60周年

图片展在世纪公园蒙特利尔园开幕，150幅图片“讲述”上海

对外友好交流的珍贵。

图片展精选了上海市友协成立 60周年来的 150幅精彩

图片，分为历史记忆、友好往来、文化交流、经贸合作、社会发

展、青少年交流、各区交流、60周年系列8个板块。图片最早

的可以追溯到1956年捷克斯洛伐克电影代表团访沪，受到上

海观众的热烈欢迎。最近的则是今年 9月，吴昌硕纪念馆举

行“中秋雅集”中外友人新瓷品赏会。

当天，来自市外办、市友协、新区人大、新区外办等的相

关领导和老同志近 80人参观了图片展。曾在市外办工作过

的夏永芳看着摄有自己的一张图片驻足回忆，她说那是1994
年，自己正陪同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布鲁门萨尔与其夫人，

访问在虹口区舟山路上的旧居。夏永芳说，二战时期，上海

接纳了许多犹太难民，青年时期的布鲁门萨尔就曾与家人来

到上海，在虹口区生活了几年。这张图片展现了上海对外交

流的成果。

■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日前，由上海市双拥办主办的 2016 年度“驻沪部队师

团职干部看上海”活动在浦东新区拉开序幕。上海市双拥

办、市民政局、上海警备区的军地领导以及驻沪部队十大

单位师团职干部 100 余人，参观考察了位于东海之滨的中

国商飞公司和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上海中心大厦。浦东

新区副区长、区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陆方舟一同参加

活动。

在中国商飞公司驻地，师团干部们饶有兴致地参观了组

装车间和大飞机模型，观看了介绍商飞公司诞生、成长、发

展、壮大的纪录片。

在领略了中国大飞机项目的建设发展速度和美好前景

后，师团干部们又来到了具有“上海之巅”美誉的上海中心大

厦。该大厦刚刚荣获“2016年世界最佳高层建筑奖”。参观

团分成四路，先后来到位于 118层、546米的超高观光厅，360
度俯瞰“魔都”，众人不禁被世界的“高度”、上海的“巅峰”所

折服。随后，大家还参观了观复博物馆、陈逸飞大师作品“上

海少女”，再次深深体验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新潮海派文化的

相互交织交融。

“驻沪部队师团职干部看上海”是本市一项传统的拥军

活动。本次活动在浦东的圆满举行，让驻沪部队师团职干部

通过考察和领略浦东新区新一轮开发开放所取得的最新成

果，更深入了解上海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新成果、新亮点，

更好地激发驻沪官兵学习上海、保卫上海、奉献上海的热情。

■本报记者 陈烁 浦东报道

11月 11日，一批来自新西兰的

价值 2.7万美元的犬、猫用肉类零食

运抵洋山港，接受洋山国检局工作

人员现场查验后直接放行。这是上

海口岸首批实施“空检海放”的进口

宠物食品，受惠这一举措的货物，口

岸放行时间比往常缩短了约 10 个

工作日。

“空检海放”模式，即在一批海

运货物到港前，国外发货人先行空

运同一批次货物样品进境，由上海

国检对空运样品实施安全风险项目

检测；在海运货物到港后，检验检疫

人员根据前期空运样品的检测结

果，实施现场查验和合格评定，缩短

海运货物检验检疫通关时间，提高

贸易便利化水平。

在对进口奶粉、进口玩具实施

“空检海放”后，进口宠物食品也在近

期由上海国检局试运行该模式。

据介绍，根据规定，需要进行实

验室检测的进口宠物食品，必须存放

在进口企业申报的仓库内，在实验室

检测结果出具前，不得转移、销售或

使用。“空检海放”模式下，样品检测

合格的对应货物可以直接放行，进口

企业不再需要像以前一样等待实验

室检测结果，也节省了仓储费用。

上海国检局有关人士介绍，宠物

食品的三个特点决定了“空检海放”

模式的可行性。一是宠物食品一般

为预包装产品，有明确的生产批号，

相较于其它饲料类产品，更易于保证

空运样品和海运货物的一致性；二是

宠物食品往往面向的是大众消费者，

特别是通过网络渠道销售的宠物食

品，大众消费者购买时对其到货时效

性要求更高；三是进口宠物食品的动

植物检验检疫风险相对较低，国家质

检总局开展的国外生产企业注册登

记和进口饲料安全风险监控计划，能

有效降低风险。

但是，国检部门也强调，“空检海

放”模式并非完全不检测海运货物，

上海国检会对该模式下的海运货物

随机抽检，一旦发现问题，将针对性

地采取措施。

据了解，上海口岸每年进口宠物

食品有500万-600万美元，占全国进

口量的四分之一。预计“空检海放”

模式可以惠及70多家在上海口岸开

展进口宠物食品一般贸易的企业。

同时，该模式对时效性要求更高的跨

境电商来说，也会带来更大便利。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咨询区、资料展示区、旅游纪念

品陈列区、自助服务区……11月 11
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旅游咨询

服务点在经过升级改造后向观众开

放，成为浦东“智慧城市”“智慧旅

游”“智慧会展”概念落地的一项重

要举措。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是国内会

展行业的标杆性展馆，一年接待国内

外展商及参观人员 400 多万人次。

位于展馆内的旅游咨询服务点10年

来一直致力于服务好来自全球各地

的人士，为他们提供专业高效的旅游

及会展信息咨询服务。

为了顺应旅游及会展业不断发

展的需求，实现旅游与会展更好联

动，浦东新区旅游会展服务中心于

2016年对该处旅游咨询服务点进行

升级改造。

改建后的新国际博览中心旅

游咨询服务点实现空间全开放，内

部包括资料展示架、旅游产品陈列

架、景区大客流实时发布展示屏、

自助查询机、自助终端机、照片打

印机、自助贩卖机等功能区。这些

功能区的设立，更便于来访者根据

自我需求使用相应服务，与服务人

员的现场交流也更为轻松，无论是

面对面的沟通、自助使用服务或在

咨询服务点内小憩，都更为便捷、

舒适。

自助终端机是根据会展客需求

度身定制的，该机器的触动屏幕可让

来访者自主了解相关内容，简洁明了

地了解上海“展、游、食、住”的地点分

布，及时掌握场馆展会信息，了解著

名景点、星级酒店、特色饮食等信息，

并实现现场购买功能。

来自世界各地的商旅客在完成

商务展工作后，想去周边景点进行游

览的，也可在服务点进行路线定制。

通过自助查询机和景区VR显示设

备，商旅客可以了解自己是否对该景

区有兴趣，通过景区大客流实时发布

展示屏，则可以了解目的地是否处于

适游状态。

如果商旅客因为行程安排无

法前往景点游玩，但却希望能够购

买纪念品作为留念的，旅游纪念品

陈列区展架上陈列的浦东最具代

表性景点的特色纪念品可满足这

方面的需求。目前展架上陈列了

包括东方明珠冰箱贴、“三高一塔”

（上海中心、环球金融中心、金茂大

厦、东方明珠电视塔）笔筒以及拼

图等各类纪念品。据悉，今后服务

点还将合作开发与会展有关的定

制型纪念品。

此外，为了满足商旅客的个

性旅游需求，服务点与上海星宇

导游服务中心的“星行家”导游预

约服务平台进行合作，提供多语

种专业认证的一对一私人定制导

游服务，真正实现了“互动更便

捷”“智慧更实用”“体验更精彩”

三大目标。

浦东新区商务委副主任马学

杰表示，该处旅游咨询服务点作为

浦东新区旅游公共服务、会展延伸

服务的重要窗口，不仅更好地展示

浦东新区旅游会展的整体形象，更

为有实际需求的商旅客提供有针

对 性 的 全 方 位 服 务 ，真 正 实 现

“商、旅、会、文”的联动，让“智慧

城市”“智慧旅游”“智慧会展”的

概念最大化落地，让每年来浦东参

展观展的人员，更好地展在浦东、

游在浦东。

（上接1版）

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空白

放眼全球，知识产权已经成为经

济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的

核心要素。而上海要建设全球科创

中心，也必须建立一套知识产权保障

体系。

浦东探索知识产权全球复合

险，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奥

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总裁李福刚

说，过去企业在海外被侵权，一个知

识产权的诉讼可能要经历长达 3至

5年的时间，最终即使达成了和解方

案，企业发展良机也被耽误了。“如

今有了全球复合险，不管是商标，还

是专利，都不用再担心被人侵权。

因为一旦发生侵权，保险公司就会

启动理赔程序，公司能够第一时间

得到经济补偿，企业不用再怕资金

紧张了。”

全球复合险的另一大优势在于，

它将知识产权的众多内容“打包”起

来，集中进行投保，省去了企业在多

个保险机构、多个险种之间来回奔波

之苦。而这得益于浦东率先开展的

知识产权行政体制改革。去年1月1

日，集专利、商标、版权行政管理和综

合执法职能于一身的浦东知识产权

局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家单独设立

的知识产权管理和执法机构。新设

立的知识产权局整合了区科委的专

利行政管理职责和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的商标行政管理和执法职责，增加

了市知识产权局委托的部分专利管

理和执法事权、市版权局委托的部分

版权管理事权，增加了著作权方面的

行政执法职责。这意味着，在浦东知

识产权“三合一”管理体制改革后，能

更快更好地维护企业和市民的合法

权益。

从数量上看，我国已经是全球知

识产权大国，但离强国的目标还相去

甚远。目前，很多发明专利由于没有

市场价值，长期处于“沉睡”状态。同

时，山寨产品在市场上大量出现，对

企业创新带来冲击。

在上海，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工

作任务繁重，因此浦东知识产权局除

了依法行政、加强保护外，未来还要

从产品出发，更加注重引导和激励企

业积极创造、科学管理和有效运用知

识产权，从而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新

活力，支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

浦东诞生全国首单知识产权运营险

上海首次对进口宠物食品实施“空检海放”
放行时间缩短约10个工作日

“国际科学与和平周”
活动在浦东举行

100多驻沪部队
师团职干部参观浦东

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60周年图片展开幕

■徐网林 摄影报道

在建的轨交 14号线金粤路站

近日完成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标

志着首座车站顺利结构封顶。

14号线全长约 38.5公里，共设

车站 31座，横贯浦东、黄浦、静安、

普陀、嘉定五区，未来可与 10条以

上地铁线路实现换乘，有效减轻 2
号线、延安路隧道过江通道的压

力。

据悉，为降低施工过程中产生

的声、光、尘对周边环境的影响，14
号线全线配备了 PM2.5 智能监控

系统、自动喷淋系统、噪声监测仪

等先进设备，有效控制对周边环境

的影响。

图为顺利完成结构封顶的金粤
路站。

14号线金粤路站结构封顶

浦东推展会旅游联动新举措
新国际博览中心旅游咨询点全新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