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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琪）5月31日，长三

角干细胞产业联盟在沪成立。该联盟由

上海市东方医院牵头，集聚长三角干细胞

研究和产业优势，联合上中下游的医院、

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推广应用干细胞

制备、质检的上海规范标准，并加速制定

干细胞治疗多种疾病的“中国标准”。

2014年，“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干细胞转化医学产业基地项目”获

批，总建设经费 2.55亿元，其中政府资助

1.05亿元，东方医院匹配和社会资本融资

1.5亿元。目前，基地已集聚了包含2名院

士在内的全球200余名干细胞人才，打造

了包含再生医学研究所、干细胞制备与质

检服务平台和干细胞产品中试服务平台

等全产业链服务平台。

此次长三角干细胞产业联盟成立大

会上，发布了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干细胞转化医学产业基地二期项目合

作指南。根据该指南，联盟内将采用干细

胞“三级运作”模式，从干细胞制备、质检

和存储入手，助推干细胞制备质检的中国

标准建立。

干细胞发展不仅需要政府搭建科研

产业平台，也要借助市场手段盘活科技、

产业、金融融合的整盘棋。联盟牵头发起

人、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说：“通过干细胞

产业联盟，长三角区域的科研院所都可在

政府投资建设的干细胞平台上获取各自

产业基金，各自需要的资源，这就是联盟

的基础和核心。”

“我们希望在张江二期项目的推动

下，以长三角干细胞产业联盟为载体，汇

集区域优势资源协同发展。”刘中民说，这

将加快几种代表性疾病的临床研究，尽快

在国际上拿出这些疾病的干细胞治疗效

果的数据，将干细胞的“中国标准”快速推

向全国乃至全球。

据悉，《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

行）》出台已近3年，但我国仅有18个项目

完成了国家项目备案，仅有少数企事业单

位能按照国家标准开展干细胞临床研

究。截至2018年1月，全球已经有10例干

细胞产品获批上市，6374项干细胞临床试

验正在进行中，其中有641项临床试验Ⅲ
期，未来5年全球范围将有更多干细胞药

物获批上市。如何进一步推进干细胞产

业发展，如何突破地域限制、整合资源，寻

找干细胞临床转化路径，就显得尤为迫

切。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为干细胞

产业化提供了契机。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6月 1日，第

十二届陆家嘴金融城文化节正式启动，

在一个月内，“金融宝贝欢乐趴”、经典古

谱诗词音乐会、原创音乐话剧《梦之城》、

公益集市、体育节等 10余项活动将陆续

亮相。

作为陆家嘴金融城文化节的开幕

式，主题为“WE ARE FAMILY”的“金

融宝贝欢乐趴”6 月 1 日至 6 月 3 日在陆

家嘴中心绿地举行，这是陆家嘴金融城

打造的具有国际水准的儿童亲子项目，

不仅汇聚了“托马斯的朋友”“海底小纵

队”和“小马宝莉”等深受孩子喜爱的卡

通形象，还有亲子运动、文化艺术体验

等环节，吸引白领小家庭融入金融城大

家庭。

“金融城有50多万白领，为了让白领

更深入地融入金融城的生活，我们打造

一个金融城的FAMILY DAY，让孩子来

感受父母的工作环境，以塑造金融城大

家庭的内核。”陆家嘴管理局综合协调处

处长袁冶锋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始于 2006 年的陆家嘴金融城文化

节，目前已成为区域内最具影响力的品

牌文化活动。袁冶锋向记者表示，陆家

嘴金融城文化节已步入2.0时代，白领们

由对艺术的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演绎，

“金融城的白领不再是听众和受众，而是

走向前台和舞台，成为了重要的参与者，

未来，金融城将以更加丰富多样的高品

质文艺系列活动为载体，不断增强机构

与白领的融入感和归属感，进一步打造

有温度、有情怀的金融城。”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 5月 24日至

28 日，浦东组织浦东农发集团、清美绿色

食品有限公司等 10家农产品销售企业和

合作社赴云南大理开展农产品产销对接活

动，进一步推动“云品入沪”，实现产业扶

贫。

5 天的对接活动，考察组一行走访了

大理州大理市、宾川县、祥云县等 9 个市

县，基本做到大理州“全覆盖”，对大理州的

特色农产品进行了全面深入地了解。通过

此次考察，参加对接考察的企业、合作社均

表示大理的自然环境好，高原特色农产品

具有显著特色，具有打开上海市场的潜力，

纷纷表示愿意开展合作。

部分企业当即与大理农业经营主体达

成了合作意向，比如乓乓响合作社与鹤庆

县六合乡麦地村党支部签订了核桃包销意

向书，农发集团孙桥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就

援助建设农业科技园选址进行了实地考

察，多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在大理建设

田园综合体作了前期调研，家乐宝公司拟

在大理州推广“千县千品”项目并在自媒体

平台上为大理农产品作了相关宣传，清美

公司在弥渡县确定了招聘农民工到上海工

作的初步名单，上农批公司表示将在上农

批市场内宣传推广大理特色农产品，其他

未现场签约的企业合作社也表示将就考察

内容与上海市场对接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研

究后确定对接模式。

区农委也与大理农业局就做好下一步

工作开展了深入讨论，初步商讨了两地农

业领域合作的“1+N”工作模式，即以在两

地农业部门的总体协调下搭建合作对接交

流平台，企业、合作社结合自身特点和大理

当地特色有侧重地对口联系一个或多个

县、村，形成有针对性的产业帮扶模式。初

步考虑在今年浦东农博会上，就达成的合

作意向进行定向签约。今后区农委将在条

件许可的情况下不定期地组织新区农业企

业、合作社到大理开展合作交流活动，形成

两地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区农委

将在浦东农博会上为大理农产品协调安排

更多的展示空间。

区农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阶段两地

农业部门将为农业经营主体创造更好的条

件，提供更多的便利，为大理农产品拓宽销

售渠道和上海市民购买、品尝到大理特色

农产品作出更大努力。

本报讯（记者 徐玲）日前，由区人武

部、民政局、双拥办和驻区解放军、武警和

预备役部队等单位组成的调研组，对全区

36 个街镇和部分重点委办局双拥成员单

位开展了新一轮双拥创建工作中期调研，

以巩固双拥成果，补好短板弱项，创出特

色亮点，更好地迎接 2019 年全国和上海

市的双拥创建考评，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

“五连冠”。

2015-2018年是上海市双拥模范城新

一轮创建周期，通过8分钟工作汇报、播放

PPT、汇报片、双拥台账、资料查阅等形式，每

个单位把2015-2017年以来开展新一轮双

拥创建取得的中期成果和基层独创的双拥

特色和品牌亮点向调研组和兄弟单位作充

分展示。调研组结合各单位汇报情况，围绕

着新形势下创新开拓国防双拥宣传教育阵

地、双拥（优抚）之家建设、关爱功臣、解决

“三后、五难”问题、提高军人职业尊崇度等

当下热点当场进行提问。现场洋溢着比、

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

双拥（优抚）之家是广大优抚安置对象

获得各项服务、交流互动、参与社会的实体

平台，在逐步建立过程中，各单位与时俱

进、因地制宜，努力营造“家”的感觉，布置

温馨环境、提供暖心服务、设置贴心项目、

成为优抚安置对象“话有地方说、事有地方

办、困难有人帮”的贴心娘家，切实满足优

抚安置对象的精神文化以及生活辅助需

求。目前，各单位正按照有一个固定场所、

有一批服务项目、有一支服务队伍、有一套

管理制度等标准全面推进建设，争取形成

一批有借鉴和推广意义的样板。

下一步，调研组还将对挖掘出来的一

批双拥创新特色和示范亮点进行一番实地

考察和论证评估。军地双方齐心协力，在

对标全国和上海市双拥模范城创建标准中

努力找差距、补短板、抓落实，全面提升新

区双拥模范创建水平，力争以优异成绩蝉

联全国双拥模范城“五连冠”。

长三角干细胞产业联盟成立

助推干细胞制备质检中国标准建立

第十二届陆家嘴金融城文化节开幕

浦东开展新一轮
双拥模范创建工作中期调研

浦东农委赴大理
推进农产品产销对接

白领家庭参加“金融宝贝欢乐趴”活动。 □徐网林 摄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通知，上海市工商局

从5月25日起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市场监

管动产抵押登记业务系统”应用试点，同

步开展试点工作的还有北京和武汉。

所谓动产抵押，是指企业、个体工商

户、农业生产经营者将现有的以及将有的

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比如电

器、粮油等物品抵押给第三方（比如银

行），获取所需资金等。为深化商事制度

改革，进一步推进动产抵押登记信息化、

规范化、便利化，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开发

建设了全国市场监管动产抵押登记业务

系统。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介绍，使用系统进

行登记是办理动产抵押登记更为便捷的

方式，将通过系统实现动产抵押登记在线

申请、在线审核、在线公示、在线查询一网

通办，切实解决企业群众办事“多跑腿”等

问题。系统审核通过的《动产抵押登记

书》等文书与现场办理的具备同等效力。

在应用系统的同时保留现场登记，当事人

亦可选择到登记机关现场办理动产抵押

登记。

试点按照申请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

网上填报——登记机关受理审核——审

核通过予以登记（或审核不通过予以驳

回）——公示相关信息的流程开展动产抵

押登记工作，帮助工作人员和申请人快

速、准确理解掌握使用该系统的方式方

法；并积极推广系统使用，及时发现系统

在身份认证、网上申请、受理审核、公示查

询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积极探索解

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试点开始后，为做好该系统与原有登

记系统的衔接工作，新增登记将一律从市

场监管总局系统处理数据，原有系统登记

信息的变更、注销等依然从原有系统处

理；同时，动产抵押登记信息将通过该系

统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

示——为保障动产抵押登记信息归集的

完整性和查询的便利性，通过系统办理的

动产抵押登记信息自动归集到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不再另行归集。

浦东市场监管局提示，网上办理动产

抵押登记，请登录网址 http：//dcdy.gsxt.

gov.cn。对于抵押人是浦东新区境内注册

的企业，请注意营业执照右下角的“登记

机关”是“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还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并根据系统提示，选择正

确的受理机关。原受理点，杨高中路2900
号浦东市场监管局 2 号楼及基隆路 9 号

（仅限注册于外高桥保税区的企业）依然

现场受理各类动产抵押登记并接受相关

业务咨询。

上海试点市场监管动产抵押登记业务系统

■本报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李佳雯

垃圾处理问题是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

的一大顽症。今年以来，在前期的大调研

走访座谈中，新场镇各居村、小区物业、社

区居民等都对建筑装修垃圾的处置工作提

出了希望改善的呼声。针对这些反映，新

场镇将处置建筑装修垃圾作为首项攻克难

题，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和方法，着力改

善人居环境。

镇城运中心根据调研中发现的问题，

着手制订了《新场镇建筑装修垃圾处置工

作方案》，在方案中明确了责任主体、处置

措施以及考核细则。

方案中将垃圾定义为镇区居民、农村

居民装修和宅前屋后所产生的建筑装修垃

圾（包括大件垃圾），并按照垃圾产生地细

分为5类：物业小区、无主小区、新建小区、

农村、其他区域。工作方案还明确了 5种

类别各方的管理责任以及工作措施。通过

招投标的方式确定清运处置单位，严格按

照《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规范

建筑垃圾收集运输的整个流程，使用装有

GPS 定位的车辆进行装运至老港处置堆

场，对建筑垃圾的流量、流向采取综合管

控。

除了出台相关办法，新场镇着力加强

多方协作配合，由城运中心、居村、物业等

进行联管联治，做好事中和事后的监管工

作。为进一步做好村级建筑装修垃圾处置

监管，新场镇还制订出台了《村建筑装修垃

圾处置考核办法》，由镇城运中心每周对各

村处置情况进行检查，对处置不当者作出

相应的扣分。

据了解，方案实施一个月以来，已基本

实现了建筑垃圾即有即清，减少中间滞留

环节，使处置工作更加规范化、精细化，为

群众创造了整洁、舒适的生活环境。

例如，在古馨苑小区内设立容量为

12.24立方米的固定建筑垃圾存放箱，由业

主自行将垃圾放入存放箱，装满后由城运

中心、居委、物业根据箱体核算垃圾“立方”

量，并及时由第三方处置单位将垃圾清运

干净。

而农村区域一经发现有建筑装修垃圾

堆放，由城运中心、村委会至现场核算垃圾

“立方”量，并及时由第三方处置单位将垃

圾清运干净。

新场大调研：

精细化管理消除人居环境“堵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