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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制度
“松绑”
降低企业创新成本

自贸区试点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
新 华 社 上 海 12 月 7 日 电 （记 者 周
琳）继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率先试点
后，7 日，上海市食药监局发布并实施《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医疗器械注册
人制度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先行先试医疗
器械注册人制度创新改革。
这一试点启动后，符合条件的医疗器
械注册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注册证，然后

委托给有资质和生产能力的生产企业，从
而实现产品注册和生产许可的“松绑”，让
创新成果更易问世。
以往，我国医疗器械的注册与生产两
大环节被“捆绑”在一起，必须由一个主体
来完成注册与生产。这种
“捆绑”模式影响
了创新研发和持续提高产品质量的热情，
也限制了创新要素合理配置，与国际通行

规则和我国《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立
法精神不符。
上海奥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福
刚说，
注册、生产
“捆绑”模式下的高成本投
入，
让不少医疗器械公司都打了
“退堂鼓”
。
据介绍，
改革实施后，
注册人可以委托
多家生产企业生产，既大幅降低了产品上
市前的创新成本，也能通过合理分工进一

步保障产品的生产质量。
上海市食药监局副局长徐徕说，我国
医疗器械产能过剩逐渐成为突出问题，不
少生产企业因拿不到注册证或不具备生产
资质，进入市场受阻，产能无法完全释放。
此次改革希望通过制度“松绑”，促进医疗
器械市场的专业化分工，合理配置生产资
源，
形成良性互动循环。

阳光下的
“浦东速度”

“迪士尼玩具总动园”
明年 4 月开园
本报讯 （记者 王延）上海迪士尼度假
区昨日宣布，上海迪士尼乐园的第七个主
题园区——
“迪士尼玩具总动园”主题园区
将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开园。
“迪士尼玩具总动园”主题园区取材于
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系列之一——《玩具总
动员》。园区将包括 3 个全新的景点——弹
簧狗团团转、
抱抱龙冲天赛车和胡迪牛仔嘉
年华，
一个独特的与迪士尼朋友见面的主题
区域——友情驿站，
以及提供沉浸式购物和
餐饮体验的艾尔玩具店和玩具盒欢宴广场。
目前，
“ 迪士尼玩具总动园”主题园区
的主要建设工作已接近尾声，施工完成后
将进入全面的准备阶段，包括游乐项目的
调试、试运营阶段等，以正式迎接游客们成
为《玩具总动员》电影中主人公安迪后院里
的“新玩具朋友”。全新的“迪士尼玩具总
动园”主题园区的招聘工作也已启动。度
假区将持续招募和培训新的演职人员加入
其现有超过 1 万名演职人员的团队。

国产大飞机 C919
订单达 785 架
本报讯 （记者 徐阳） 记者日前
从商飞公司获悉，我国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新一代喷气式大型客机 C919
已接到国内外订单达 785 架，3 年后首
架 C919 大飞机有望正式投入商用。
C919 项目办公室主任袁文峰介
绍，
截至今年11月，
C919拥有全球客户
27家。12月5日，
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
司与中国商飞在北京签署 55 架 C919
大型客机购买框架协议。如此一来，
使
得工银租赁 C919 飞机订单总数达到
100 架，
成为 C919 飞机最大订单客户，
同时也使C919订单总数达到785架。
由于民机产业具有产品开发周期
长、收回投资周期长、核心技术研发具
有长期性的特点，这意味着新征程仍
然需要继续攻关、
奋斗。据了解，
C919
全机总共 30 多个工作包，由全球 24 家
供应商提供，其中包括国际供应商 16
家。而让国人引以为傲的是，C919 完
全是自主设计、自主集成，除里面的成
品设备外，
整个机体都是国产。

“和以往的制度相比，
此次改革在监管
上至少加了三把新
‘锁’
。”上海市食药监局
医疗器械监管处处长林森勇介绍：
首先，
在
准入环节，
上海坚守更严格的标准，
坚决杜
绝低端贴牌生产企业进入试点范围；
第二，
将强化医疗器械上市后监管，对于评级为
高风险的企业，将重点增加检查频次和力
度；
第三，
将加强跨区域协调和监管问题。

（上接 1 版）
权力运行在规则的轨道内，过去在审批中饱
受诟病的吃拿卡要、暗箱操作等问题就会大为减
少，取而代之的是企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企业
“办证难”问题的有效缓解就是一个典型。据第
三方评估机构调查显示，认为改革后办证便利化
程度高的企业占比 87%。
“ 只 要 权 力 不 受 约 束 ，就 会 有 被 滥 用 的 可
能。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当公职人员每一项权
力的行使均处于众目睽睽之下，谁还敢动这些
‘奶酪’？”上海自贸试验区行政服务中心主任蒋
红军说。

民之所望与施政所向

“迪士尼玩具总动园”
主题园区的主要建设工作已接近尾声。图为抱抱龙冲天赛车。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 供图

专家建言张江科学城交通体系

为科技人才提供全新交通服务格局
本 报 讯 （记 者 黄 静）日 前 ，
“张江科学城建设规划综合道路交
通体系架构”专题学术论坛在张江
举行。
论坛围绕与“世界一流科学城”
相匹配的综合道路交通体系架构的
专题展开研讨，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
程学院教授陈小鸿和上海市城市规
划院交通分院院长朗益顺作主旨报
告，香港路政局原总工程师聂志光等
香港专家与来自镇江市、扬州市、浦
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专家，
分别作了学术交流。
据了解，从 1992 年张江高科技
园区成立至 2017 年《张江科学城建
设规划》落地，张江面临从“园区”到
“城区”的功能、规模的质变。然而，
张江的现状交通存在路网低密度、大
尺度、低贯通度，轨道交通整体覆盖
不足、所有线路均为中心城放射线局
部，换乘困难等问题。

“随着张江科学城的建设，这一
区域的规划面积增至 94 平方公里，
规划新增建设用地大部分位于中
心城外。”陈小鸿指出，科技人才对
外联系频次会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对外交通出行需求旺盛，因此全新
的科学城需要全新的未来交通服
务格局。
浦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兼交通研究中心主任陈
龙表示，张江科学城的交通发展存
在南北差异，在未来建设时应秉承
已经形成的交通出行习惯，同时着
力引导由北向南的带动和协同。他
建议，加强干道可达性，促进区域再
平衡；发展高品质公交是当务之急、
过渡之策。
此外，张江的现状公共交通体系
以轨道交通为主，兼顾常规公交，有
轨电车为辅助，因此需要规划增加轨
交网络，实现轨交站点 600 米半径覆

盖率达到 80%。目前，13 号线三期即
将建成，规划研究中的有 21 号线、两
场快线。而随着 13 号线的开通，陈
龙认为非机动车环境提升迫在眉睫，
他建议加密慢行交通连通性、休闲特
色，
提升科学城的亲和力。
此次论坛由上海市和浦东新区、
镇江市、扬州市 4 家公路学会主办，
同济大学交通规划设计院和上海浦
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办。
据 悉 ，继 今 年 5 月 浦 东 新 区 政
府、区建交委组织“浦东新区交通论
坛”活动后，浦东新区公路学会发挥
职能优势，围绕尽力解决现实张江高
科技园区（现张江科学城核心区）道
路交通“潮汐式”拥堵难题等，邀请专
家学者集思广益、建言献策，提供更
加科学有效的综合道路交通体系专
项规划方案，使张江科学城的道路交
通与打造“世界一流科学城”的区域
定位相匹配。

11 月 17 日，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行
政服务中心办事的市民王女士发现，在 19 号窗
口，
多了一个
“请您来找茬”意见征询通道。
19 号窗口专门负责收集市民关注度高的问
题和建议，让大家为政务服务打分。而在网上政
务大厅，借助“请您来找茬”栏目，市民也可对政
府服务提出建议，并根据查询编码跟踪后续处置
情况。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政府不再高高在上，
而是以开放的姿态向群众虚心请教。
浦东新区以企业和群众的感受度为衡量标
准，针对企业、个人和政府不同主体，打造企业市
场准入“全网通办”、个人社区事务“全区通办”、
政府政务信息
“全域共享”的
“三全工程”
。
企业市场准入“网上全程一次办成、网上申
报只跑一次”；群众办理民政救助、社会保险、医
疗保险、就业促进等事项就近办理、一站办结；
政务信息实现“跨领域、跨层级、跨部门”全域共
享……贯穿其中的，是“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工
作思维。
“‘三全工程’的组织实施，是对原有工作模
式与权力行使的自我变革。”浦东新区区委常委、
纪委书记单少军体会：制度层面的减权限权，才
能最有效地扎牢不能腐的笼子。
记者了解到，为有效解决企业和市民“办事
难、办事烦、效率低”问题，浦东新区将加大改革
突破力度，在推进“三全工程”之外，还将深化“证
照分离”改革试点、健全事中事后监管体系等，推
进提升浦东新区政府治理能力。
“深化改革必须付出加倍努力。”上海市委
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管委会主任翁祖亮表示，我们一定要按
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继续解放思想、勇于突
破，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要按照李强同志
“浦东要勇当新时代全国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
标杆”的要求，着力在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
上有新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