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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敏）11月 2日

下午，浦东新区政协 2017年委员年

末视察第四场专题活动举行，160余

名政协委员们视察了张江科学城建

设情况。副区长王靖、区政协副主

席唐石青参加视察。

视察人员一行先后前往张江

国际创新港、上海众人网络安全技

术有限公司了解张江科学城建设

情况。据了解，张江园区结合张江

科学城建设，引导孵化器有机集

聚，打造了五个众创孵化集聚区，

分别为：以国际化导向为特色的张

江国际创新港众创孵化集聚区，以

活动聚合为特色的张江传奇创业

广场，以风险投资为特色的长泰商

圈众创集聚区，以专业孵化为特色

的张江国际科创中心孵化集聚区，

以智能制造、生物医药为主要特色

的张江南区孵化集聚区。目前 5大

集聚区业已成形，正在为园区各项

战略任务推进提供持续不断的源

头支撑。

张江国际创新港是张江 5个众

创集聚区之一，以国际化特色为主，

其中集聚了微软、阿里巴巴、英特

尔、中欧商学院的创新孵化基地，以

及跨国企业联合孵化器、襄创、vπ 、

Xnode、云部落等数家品牌孵化器。

同时，为集中展现张江双创环境、双

创成果，并为创业企业提供综合性

服务，在一楼设立了张江国际创新

创业公共服务平台。

上海众人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网络信息安全技

术研发和产品生产的高新技术企

业。据了解，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

坚持自主可控的国产化发展战略，

申报国家发明专利过百项，核心技

术“填补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是国产信息安全标准的制定者

和推动者。

众人科技建立了以密码技术为

基础、以身份认证技术为核心、以移

动互联网和物联网应用为拓展、以信

息安全为主导的产业模式。最新发

明的SOTP创新性密码技术，再次填

补国内空白，获得多项国际发明专

利。

在视察活动的座谈环节，政协

委员们踊跃“发声”，提出一系列建

议。包括打造张江科学城需要软硬

件并举；更加注重优化人才综合发

展环境，给年轻人提供更加安居乐

业的“城”；加强基础教育，引进更多

优质的幼儿、小学、初中教育资源；

加强顶层设计，结合浦东二次创业，

将张江科学城的规划辐射向整个浦

东，做到张江科学城建设有空间、有

规划、有计划；进一步培育张江活

力；培育张江成为真正的创新源；加

强医疗服务创新，将已有的医疗技

术更好造福人类。同时，引进国外

优异的医疗技术、医药、器械、治疗

方法落地浦东，让技术给人们带来

健康。

唐石青说，年末视察工作是政

协履行职能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政

协委员们可以持续运用多种履职方

式建言献策，继续关注张江科学城

建设，根据建设发展情况，在政协这

个平台上助推浦东各项工作的发

展。

王靖表示，刚刚闭幕的党的

十九大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科创中心是中央赋予上海的重

大使命，建设上海科创中心核心

功能区是中央和市委交给浦东的

光荣任务。目前，张江承载着建

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具

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核

心承载区、上海自贸试验区和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双自联动”等

多重国家战略，现在正全力打造

世界一流科学城，希望政协委员

们对浦东创新建言献策、共谋发

展。

本报讯（记者 徐阳）C919已完成第四次试飞，各项试验

工作均在稳步推进。记者日前从商飞公司方面获悉，2018
年，中国首个综合气候实验室有望投入使用。届时，飞机气

候试验将不再“依赖”特殊环境机场，大多数试验可在实验室

中进行。目前排队等候试验的飞机已经很多，国产大型客机

C919也将进入该实验室接受测试。

据了解，早在 2014年下半年，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就启

动了气候环境实验室项目，实验室位于西安阎良新区，工程

总面积约 1.3万平方米。与户外自然气候试验相比，实验室

可以综合运用制冷、加热、空调、控制等技术，模拟各种极端

天气，让飞机在室内就能完成多项试验，并且不受季节、地区

和时间的限制。

“实验室第一期计划在 2018年投入使用，整架飞机推进

去后，将面临各种天气环境，比如在零下50摄氏度放置48小

时，飞机是否还能正常操作、有无泄漏、发动机是否还能点火

等等。”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高级专务杨海介绍。

作为C919全机静力试验现场联合指挥部副总指挥，杨

海称自己近一年几乎全“泡”在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上海分

部的全机静力试验现场。他透露，C919在首飞之后便开始了

高载试验，按照计划，所有的高载试验将在 2018年完成。“比

如一个人能够扛一百斤，再乘以系数 1.5，设计指标就是 150
斤，实验就要看这个人最终能否扛150斤。关键部位，比如起

落架，可能会乘以系数2，要求更高。”杨海表示。

商飞公司方面介绍，过去是先把飞机推进去再搭架子，

现在是试验框架搭好再把飞机推进去，并且民机有客舱与货

舱地板，液压同时上去测试。机翼拉伸变形后，可动的翼面

还能否动等等。这些技术，早在首飞前就有所突破。此外，

除了静力试验，新研制的飞机还需要进行疲劳测试。据悉，

C919用于疲劳试验的飞机正在制造中。从首飞之后进入试

飞阶段，按照民航相关规定，需要在两年内完成疲劳测试。

尤其是要在地面模拟到各种使用情况，看飞机的结构变形、

承载能力与响应状态，是否达到设计指标，最终为型号的维

修大纲提供依据。“杨海说。

本报讯（记者 洪浣宁）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区委办

公室系统迅速掀起了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热潮，在机关内

形成学习会议精神、争做践行楷模的浓厚氛围，11月2日，区

委办公室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当天下午，区委办公室系统近50名党员干部聆听了由区

委党史办带来的两场微讲座——“热血军旗——南昌起义人

物评述”“浦东的昨天、今天、明天——浦东开发史”，讲座生

动讲述了南昌起义中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和浦东开发开放

的辉煌历程。本次微讲座也拉开了区委办公室系统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活动的序幕。据介绍，区委办公室机

关党委将制定下发《区委办公室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系列活动实施方案》，各党总支、党支部将按照《实施方案》

要求，结合实际、精心部署、认真落实，做到对十九大精神先

学一步、学深一层；要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突出学习贯

彻十九大精神对做好本职工作的指导意义，做到政治坚定、

作风过硬、业务精湛，推动区委办公室系统各项工作取得新

成绩。

据悉，本次区委办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活

动由“唤起党员初心，牢记光荣使命”“学深大会精神，坚定政

治方向”“结合本职工作，激发前进力量”三部分组成，将开展

听取党史讲座、参观红色展览、开展专题组织生活会、交流学

习体会等活动，把学习十九大精神与做好本职工作相结合，

唤起全体党员干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增强全体党员

干部的自豪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机关内营造学习会议精

神、争做践行楷模的浓厚氛围。

本报讯（记者 黄静）11月 2日下

午，“华力 12英寸先进生产线建设项目

生产厂房主体结构顺利完成暨动力机电

安装开工誓师大会”举行，标志着华力项

目正式迈入动力机电安装阶段。

上海华力 12英寸先进生产线建设

项目选址于浦东康桥工业区南区，东至

规划三路、南至古恩路、西至周北一河、

北至古博路，占地面积约 426367 平方

米。该项目是列入国家集成电路产业生

产力布局的重点芯片生产线，也是“十三

五”期间本市重大产业项目及重大工程

项目。它对提升国家集成电路芯片生产

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项目总投资达 387亿元，新征土地

并新建厂房，购买芯片生产、测试等关键

设备，建设生产设施、工艺服务系统、电

气系统、环保与安全设施、消防设施、服

务与管理设施，建成月投片 4万片的 12
英寸集成电路芯片生产线。本工程于

2016年 12月 30日正式开工，预计竣工

日期为2018年6月30日。

工程总承包管理单位、上海建工集

团总承包部总经理张锦彬表示，在前期

过程中，项目部先后克服了进场时的用

电量不足、施工用水短缺，运输道路不满

足施工要求等各种困难，又经受了本市

气象史上创纪录的高温酷暑的严峻考

验。华力 12英寸先进生产线建设项目

去年 12月开工当月生产厂房打下第一

根预应力高强度混凝土管桩，8月生产

厂房钢结构屋面全面吊装完成，目前生

产厂房主体结构顺利完成，圆满实现了

既定的节点目标。

当天，华力12英寸先进生产线建设

项目还举行了动力机电安装开工誓师大

会。随着工艺排气管道、消防管道以及高

压开关柜被陆续送入生产厂房安装，华力

项目也正式迈入动力机电安装阶段。

本报讯（记者 黄静）继写字

楼、企业、学校、公交枢纽站、购物

中心之后，浦东的“爱心妈咪小

屋”走进了社区集贸市场。日前，

上钢菜市场内一间面积约12平方

米的“爱心妈咪小屋”装点一新，

向市场内正处于哺乳期的女摊主

或准妈妈开放。

小屋位于菜场入口左侧的

办公区域，原来是市场管理办

公室。“前不久办公区域进行改

造，我们借此将办公室置换到二

楼，留出一楼的空间为市场经营

户提供服务。”上钢集贸市场场

长周耀明告诉记者，这个市场

已经经营了 20 年时间，目前共

有 472 家商户，其中 90%为外来

人员，大多是夫妻两人共同经

营。

“有了‘爱心妈咪小屋’，那些

带孩子做生意的女摊主就没有顾

虑了。”周耀明说。记者在现场看

到，小屋内必备设施一应俱全：饮

水机、冰箱、消毒柜、冷热水龙头、

换尿布台……甚至还贴心准备了

纸尿裤、乳垫等消耗品。

上周五中午，在上钢菜市场

做蔬菜买卖的董香香带着刚满 3
个月的宝宝走进了“爱心妈咪小

屋”。由于老人都在老家，董香

香和丈夫一边要在菜场做生意，

一边不得不把刚出生的孩子带

在身边。她告诉记者，自己的第

一个孩子出生时，也是在菜市场

里，那时候只能躲在摊位隐蔽的

地方给孩子喂奶，很不方便，“现

在，我趁着生意清闲的时候，可

以来小屋里给小孩喂奶、换一下

尿布。”

据了解，上钢菜市场的“爱心

妈咪小屋”下一步有望向周边商

户开放。“我们将继续扩展小屋的

受益面，将实事项目做实做好。”

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2013年开始，浦东工会全力打造

以浦东女职工为主要服务对象的

“爱心妈咪小屋”暖心工程，目前

数量已达109家。

新区政协年末视察张江科学城建设

软硬件并举 打造世界一流科学城

华力项目生产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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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妈咪小屋”来到了菜市场

牢记历史讲使命
不忘初心更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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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活动

中国首个综合气候
实验室拟明年使用
C919将在实验室接受测试

上钢菜市场的“爱心妈咪小屋”向女摊主们开放使用。 □徐网林 摄

自贸区保税区域升级外国人服务单一窗口
（上接1版）
王辛翎介绍，保税区管理局人力

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与市人才服务中

心实现证件审核部门对接，将“一

口受理”发展成为并联审批，一并

发证。

据悉，在精简时效的基础上，

各职能部门又对各类相关政策进行

研究分析，对单一窗口的功能进一

步叠加，延伸出更多的便捷服务，

包括新增办理外籍人士 2-5年居留

许可同意函、外籍华人身份认定

书、自贸区外籍高层次人才申请在

华永久居留推荐函、外籍华人申请

在华永久居留证明函等等业务。

同时，上海国际旅行卫生保健

中心为外国人来华工作健康体检开

辟了“绿色通道”，并且为海外特殊

高层次人才提供 VIP 贵宾全程服

务。通过功能的叠加竭尽所能服务

外国人来华发展。

累计受理发证600余证次

外国人证件“单一窗口”服务

功能推出以来，企业感受颇深。日

通国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行政

管理课高级经理马丽萍说，企业

对全球人才的引进很重视，单一

窗口服务推出后，改变了“企业

来回跑”的局面，“比如以前体检

在浦西，办证在浦东，预约还需

要等待，现在则变成一站式了，

证件办理也从以前需要两个月，

现在两周甚至更短就可以完成，

此次升级后，我们相信将会再次

缩短时间。”

今年以来，保税区域境内外人

才服务能级继续提升。目前在外国

人居留许可、就业证、外国专家证

三类证件新办、换发、补发、延

期、变更等12大类20余种业务“一

窗式”受理、一并予以发证基础

上，新增保税区域外国人就业健康

体检“绿色通道”，形成对外籍人才

的闭环式服务，并将服务范围拓展

至森兰区域。累计受理发证 600余

证次，受益企业69家，正向全市及

更广范围复制推广。

据悉，围绕区内企业需求，保

税区域还新增证件到期提醒、预约

错峰、在线预审、线上咨询四项特

色服务，并借助微信公众号等新媒

体加强政策宣介，形成线上线下互

补的多元服务模式，拉近了与企业

的距离。此外，启动开发手机APP
远程办事服务软件，依托保税区域

网上政务大厅，探索在线咨询、网

上办事、视频指导等人力资源服务

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