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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企业大力支援南疆职业教育
上汽通用青年教育课程项目落地喀什
本报讯（记者 王延）近日，
南疆职业教
育对口支援全覆盖工作推进大会暨上汽通
用汽车青年教育课程（AYEC）项目启动仪式
在新疆喀什举行。上汽通用汽车积极响应
上海市教委号召，跨越万里之遥，
将国内领
先、
运作成熟的校企合作计划引入南疆。

解决当地就业“最后一
公里”
问题
职业教育是教育援疆的一项重点工作，
也是南疆地区
“技能型人才链”培养和解决
就业民生问题
“最后一公里”
的有效途径。
由于当地路况的问题，汽车容易出故
障，汽修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很大，
是当地男

孩热门的报考专业。上汽通用汽车将与喀
什莎车县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巴楚县
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携手启动青年教育课程
项目。
据介绍，此次在南疆落地的上汽通用
汽车青年教育课程项目为期 5 年，上汽通
用汽车将向两所合作院校提供所需的教学
车辆、发动机、变速器、零部件等教学设备，
并赠送 100 套由上汽通用汽车与教育部合
作推出的最新版 AYEC 项目教材。同时，
上汽通用汽车还将提供最新 AYEC 项目场
地标准供建设参考，并联合上海市技师协
会汽车修理专业委员会，为合作院校量身
定制师资培训计划并有序实施。
作为上海市对口援疆的重要组成部

分，上汽通用汽车启动喀什青年教育课程
项目，
得到了上海市教委、上海喀什职业教
育联盟、上海技师协会，
以及当地政府部门
和合作院校的大力支持。
该项目将汲取上汽通用汽车 12 年校
企合作的成功经验，采用健康、有效、可持
续的发展模式，
开展专业课程设计、师资队
伍培养、学生二元化学习实践等，
扎实培养
适合当地经济发展的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
技能型紧缺服务人才。

校企合作加码西部院
校扶持力度
该项目的启动，进一步拓展了上汽通

金桥碧云国际
乒乓球挑战赛举行

上海迪士尼首个万圣狂欢季即将开启
金秋浦东又添好去处

全新主题娱乐演出
拉开暗夜狂欢序幕
据介绍，
今年上海迪士尼的万圣季将从
9月25日到10月31日。该段时间内（不包括
10月2日至10月7日），
购买了
“万圣趴·晚间
游园票”
的游客可在门票所示日期的当天下
午4点后入园游玩。
即日起，
游客可通过上海迪士尼度假区
现场售票亭、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预订服务中
心、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多
个渠道，
购买
“万圣趴·晚间游园票”
。
今年万圣季将上演全新设计的万圣
主题娱乐演出。当夜幕降临，
“ 大反派夜
间巡游”将开启万圣节的奇异魔法。来自

浦软
“新声代”
总决赛收官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9 月 12
日，备受关注的第二届浦软“新声
代”十佳歌手总决赛在祖冲之园汇
智湖畔亲水平台激情唱响，披荆斩
棘一路走来的 18 名浦软园区选手
在这里上演了精彩纷呈的谢幕演
出。经过最终评选，吴让三、张正
为、江英杰、陈忻、赵蕊等 10 名选手
获得第二届浦软新声代
“十大歌手”
称号。
据悉，此次浦软新声代比赛，从
7 月 14 日开始海选，在无数园区伙
伴的注视下，超过 200 名优秀的选
手在录音棚中尽展歌喉，由专业评
委团评选出 60 强。随后再由逾 4 万
名大众评审投票选出 30 强。之后，
再评选出 18 强选手。

2013 年，上汽通用汽车冠名赞助全国
中职汽修大赛，将企业生产管理技术标准
向大赛开放，开辟了以实践标准检验人才
培养质量的通路。
针对我国西部职业教育在专业知识
和教学水平等环节的薄弱现状，上汽通
用汽车不断加大对西部院校的扶持力
度，持续推进校企合作计划，为西部中等
职 业 院 校 提 供 专 门 的 培 训 ，惠 及 超 过
70% 的 非 项 目 院 校 。 12 年 来 ，上 汽 通 用
汽车投入项目基金及教学物资价值合计
超过 8800 万元人民币，已发展 87 所合作
院校，覆盖全国绝大部分省份，总计为社
会培养了约 1.2 万名学员，平均就业率达
90%以上。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友企业
社会责任倡议书发布

日前，视讯中国 2017 金桥碧云国际关
爱运动会乒乓球挑战赛在二工大体育馆举
行。本次乒乓球比赛吸引了金桥开发区的
40 支队伍 200 多名职工积极参与。活动
由金桥管理局、金桥管委会、区总工会、团
区委共同主办，上海临嘉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承办。本次比赛是金桥开发区为进一步
深化健康和谐的人文环境，推进具有开发
区特色的区域品牌建设系列活动之一，活
动的报名费将全部捐至“金桥阳光关爱基
金”专用账户。图为乒乓球挑战赛现场。
□徐网林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王延）距离万圣节还有
10 多天的时间，记者昨日从上海迪士尼度
假区获悉，今年万圣季，前所未有的奇异魔
法将降临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一场神秘惊
悚又乐趣十足的盛大万圣狂欢派对正期待
游客们的到来。
为了让游客体验与众不同的万圣季奇
妙夜晚，上海迪士尼乐园将首次推出
“万圣
趴·晚间游园票”，票价为人民币275元。

用汽车校企合作计划的影响范围，体现了
上汽通用汽车始终秉持“实现社会责任最
大化”理念，大力支持西部职业教育发展，
积极为当地培养拥有合格技能的专业化人
才。
上汽通用汽车校企合作计划是上汽通
用汽车整合北美数十年成功运作经验，于
2005 年率先引入国内的汽车售后服务人
才培养模式，包括定向人才培养的 ASEP
汽车售后服务技能校企合作项目，以及致
力提升现代化维修技能的 AYEC 项目。校
企合作计划立足于国内汽车服务市场与行
业的需求，
依托社会公共教育平台，
提供具
有针对性的系统培训，提高毕业学员的就
业质量并开阔求职门路。

迪士尼动画片《大力士》中的地狱冥王哈
限时开放着装规定
迪斯、
《睡美人》中的黑巫婆，以及《公主和
青蛙》中的霍博士将会依次登场，在《另一
享受沉浸式体验
面的朋友》的主题旋律中开始淘气巡游，
邀请人们加入队伍尽情欢舞，拉开暗夜狂
以往来到上海迪士尼乐园，16 周岁
欢的序幕。
（含）以上的游客不可穿着卡通、电影、漫画
夜晚在
“宝藏湾”流连忘返的游客也要
中角色的服装入园游玩，但为了让游客完
小心了，因为那里已经被幽灵海盗们占
全沉浸在万圣派对的气氛当中，今年万圣
领。
《加勒比海盗 5——死无对证》中的幽
季期间，上海迪士尼乐园将首次限时开放
灵海盗们和船长萨拉查将如鬼魅般游走在
游客着装规定，欢迎各年龄段的游客们进
“宝藏湾”的各个角落，在游客中寻找新的
行主题着装和装扮，前来加入这场前所未
船员来加入他们的黑暗冒险。
有的盛大狂欢派对。
此外，一颗颗以米奇及其他迪士尼朋
如果家里没有也没关系，
万圣季期间，
友为造型的南瓜灯将吸引所有人的视线， “米奇大街”上的“甜心糖果屋”和“迪士尼
各种万圣季特有的色彩搭配诡异又有趣的
小镇”上的“小镇市集”两家商店将整体变
秋日装饰随时带领游客们进入万圣节的氛
身为万圣节主题商店，度假区内的其他商
围，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一起狂欢。 店也将有大量万圣主题服饰和商品可供选
米奇形状的蜘蛛网和其他充满迪士尼元素
择，方便游客们现场挑选心仪的装扮和配
的万圣节装饰散落在度假区的各个角落， 饰，
随时加入狂欢乐趣。
随时准备吓人一跳。
此外，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将推出趣味十
换上万圣特别服饰的米奇和他的小伙
足的主题商品，
全新主题美食和特色饮料也
伴们将在米奇大街上与游客互动。无论是
将扮起
“鬼脸”
。
“万圣节米奇头南瓜灯”
“捣
经典的“不给糖就捣蛋”活动，还是在万圣
蛋鬼饼干杯圣代”
“炫酷发光棉花糖”
等一系
主题的拍照点与他们合影，游客们都将留
列丰富多样且独具迪士尼元素的商品和可
下独一无二的回忆。
口小吃预计将成为新的
“网红”
。

科学城里传递公益力量
张江公益伙伴系列活动陆续举行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日前，张江高
科技园区“有爱张江”公益伙伴日活动在长
泰广场举行。中芯国际、SAP 中国研究院、
河马股份、青云社、太库科技等来自张江园
区的 6 家企业代表向到场嘉宾和观众介绍
了各自公益事业中的感人故事，希望更多
的“伙伴”能参与其中，传递公益的力量。
各个企业虽然切入面各有不同，但都传递
了社会正能量。
中芯国际自 2013 年 4 月发起“芯肝宝贝
计划”慈善项目，至今已连续第五年向中国
宋庆龄基金会捐款，用于资助在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进行肝移植手术
的贫困儿童。SAP 中国研究院则长期关注
于弱势群体，如帮助老年人使用手机应用、
体检数字服务等。

在活动现场，
5家爱心企业还共同为工作
在张江园区一线的 28 名保安、
保洁、
消防、
社
区志愿者送上慰问。
据了解，
张江园区公益伙伴系列活动自
今年 7 月开始，
深受园区企业支持和欢迎，
在
短短3周的企业公益项目征集过程中，
收到园
区50余家企业近200个公益项目。张江高科
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付军表示，
张江不
仅仅引领产业的发展，
也有社会担当，
希望与
企业一起，
传播公益的理念，
形成凝聚正能量
的生态圈。
本次
“有爱张江”
活动是张江园区公益伙
伴系列活动之一，
由上海公益伙伴日组委会
主办，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指导，
上海
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发展事务协商促进会承
办。

本报讯 （记者 王延）近日，中欧国
命。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李铭俊表
际工商学院校友总会主办的“中欧国际
示，自 2008 年起，学院设立了“中欧 EM⁃
工商学院校友企业社会责任倡议书发布
BA 善为奖”，专门用于号召和鼓励 EM⁃
暨商业文明与社会责任主题论坛及成果
BA 学生承担企业家应尽的社会责任。
展览开幕系列活动”在中欧上海校区举
倡议书发布会上，中欧国际工商学
行。300 余名校友及各界人士一起见证
院校友总会会长田明代表全体校友宣读
了倡议书的发布。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友企业社会责任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
倡议书”。校友总会理事、中欧校友全球
教授吴敬琏是中欧校友企业社会责任系
65 个国家或地区分会，65 个校友行业协
列活动的代言人，
他寄语全体中欧校友， 会和俱乐部选派代表共同签名响应，并
“中欧致力于培养具有企业家精神、积极
共同宣言和签名。
履行社会责任的商业领袖，中欧人在市
中欧校友践行公益与社会责任成果
场化改革道路上积极倡导践行企业社会
展览也在当天亮相，在 50 多幅展板上，
责任。”
图文并茂地展示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
据介绍，中欧是国内最早将商业伦
友在履行公益与社会责任诸多方面（公
理列为必修课程的商学院，一直都将培
益慈善、守法合规、产品服务创新、促进
养兼具中国深度和全球广度、积极承担
就业、员工权益保护、为员工创造工作机
社会责任的领导者作为自身坚守的使
会及未来发展等）的历年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