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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调研解决迪士尼员工社区交通出行安全
“三跨”难题

“快乐大使”的上班路不再堵心
■本报记者 王延
从发现员工“出门难”到协调各方、重
新选址、修建便道，再到道路正式投入使
用，只用了短短三个月时间，上海国际旅游
度假区管委会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大调研的
成效。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里为游客营造“神
奇时刻”的是近万名忙碌在各种岗位上的
“演职人员”，如何为这些迪士尼员工服务
好，解决好他们的难题，则是上海国际旅
游度假区管委会等职能部门在大调研工
作中的重点之一。

记者了解到，这群迪士尼员工不少是
路狭窄，没有专用人行通道，照明设施缺
来自五湖四海的应届毕业生和年轻人，为
失、车辆乱停放、卫生环境脏乱差，人车交
解决这部分员工的后顾之忧，2016 年初， 叉混行且缺乏有效管理，经常有渣土运输
根据新区政府的部署，度假区管委会协调
车辆从交通便道飞驰而过，给员工的出入
港城集团租用位于康桥镇原建桥学院旧
造成了很大的安全隐患，急盼重新修建一
址 的 部 分 楼 宇 作 为 4600 多 名 员 工 的 宿
条便道，让迪士尼员工上下班路上不再堵
舍，集中建设迪士尼社区，确保迪士尼项
心。
目顺利开园。
迪士尼员工们是度假区的“肌体”和
在近期的大调研中，度假区管委会发 “细胞”，他们在度假区安全、满意、快乐
现：员工的老问题解决了，但新问题又产
地工作是保证度假区良好管理和健康发
生了。迪士尼员工们普遍反映，因周边规
展的基础。
划市政道路建设计划推后，现有临时通道
“我们经过深入了解发现，
对员工宿舍
与周边房产项目施工便道混用。由于道
出行便道重新选址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度假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便道
所在区域土地权属等问题，新便道的打通
涉及多家单位，
有国企、民企和地方政府部
门，
是典型的
“三跨”问题。为此，
管委会主
动协调上述单位，
推动各单位搁置争议、主
动跨前、共治共享，切实承担企业社会责
任，对便道的具体设计、施工方案进行讨
论，
最终取得了相关各方支持和同意，
并予
以开工建设。
6 月 7 日，新便道正式竣工并投入使
用，度假区管委会主要领导带队至现场开
展“大调研回头看”活动，听取各方单位和
员工的意见。迪士尼员工纷纷表示，真没

想到政府部门这么重视基层员工的呼声和
建议，重新修建的便道更加宽敞、安全了，
以后出门再也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希望大
调研永远在路上。
康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相关部门已
提前谋划，
加强力量配备，
对迪士尼社区周
边夏季可能出现的的乱设摊、无证餐饮等
情况加强街面管控，
切实维护周边环境，
确
保实事落到实处。
另据悉，下半年康桥东路拓宽工程也
将启动，大调研过程中迪士尼员工提出的
交通拥堵问题也将得到有效缓解，
“快乐大
使”的上班路将不再堵心。

默克在中国举办首届
“科技日”活动
本报讯 （记者 王延）全球领先的科
技企业默克于 6 月第一周在中国开启首
届“科技日”活动。
“科技日”由一系列以
创新为核心的项目组成，默克通过落地
这些项目，
加速在华创新实践的同时，
进
一步兑现其对中国市场的承诺。
其间，
默克还在上海发布了
“默克中
国加速器”，举办“好奇 X 无限 默克中国
创新论坛”，并与北京大学签订技术创新
合作协议，
均旨在加强默克与政府、学术
机构、
初创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合作。
默克执行董事会主席及首席执行官
欧思明表示：
“中国是默克最重要的增长

市场，众多新技术在这里层出不穷。默
克希望能够成为这个生态系统中的一
员。”
据悉，
此次在上海发布的
“默克中国
加速器”，旨在寻找并打造默克与初创企
业之间的契合价值，将其对行业的真知
灼见与初创企业的前沿技术有机结合。
加速器将于明年启动，默克希望通过设
立中国加速器，为中国初创企业的发展
提供国际化的平台及有力的企业支持，
把更多的中国初创企业纳入其在医药健
康、生命科学、高性能材料和新科技领域
的创新生态系统当中。

金融城争当安全无烟工作场所样本

金桥员工心理健康主题日服务活动现场，企业员工积极参与各项活动。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金桥开发区启动员工关爱月活动
本 报 讯 （记 者 王 延）近 日 ，上 海 金
压力和心理疏导等方面需求提供专业性服
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推出了“金桥
务，让更多开发区员工认识到心理健康的
开发区员工关爱月”服务项目，希望通过
重要性。
本次活动提升群团组织品牌服务工作的
其中，
“1”代表一场大型心理健康主题
影响力，举群团之力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日活动，
“5”代表评选 5 家“金桥开发区首
提升开发区营商环境，进而将活力转化
批员工关爱示范单位”，
“10”代表评选 10
为推动金桥开发区转型升级、跨越发展
家“金桥开发区首批员工关爱试点单位”，
的动力。
“双 15”之一为选择 15 家企业提供综合性
据介绍，
“ 金桥开发区员工关爱月”服
员工心理健康服务，
包括心理体验、心理讲
务于 5 月 20 日启动，至 6 月下旬结束，以金
座、一对一心理咨询服务等，另外会选择
桥开发区职工心理关爱为重点服务内容， 15 名企业管理人员组建心理健康互帮互
以新成立的自贸区员工关爱中心为服务载
助小组，由自贸区员工关爱中心提供 VIP
体，以“1+5+10+双 15”的服务形式，紧贴
心理健康顾问服务。
企业员工流动性大，竞争、精神和经济三大
“我们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让更多开

霍尼韦尔联合小学
迎来十周年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日前，霍尼韦尔
在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秀水镇的霍尼韦尔联
合小学举行了援建十周年庆祝活动。
2008 年四川“5·12”大地震牵动了亿万
人民的心。震后，霍尼韦尔第一时间宣布捐
赠约 130 万美元用于灾区学校和卫生医疗设
施的重建，并运用公司先进的节能环保、安全
安防等相关技术积极参与和帮助灾区重建。
公司先后援建了霍尼韦尔联合小学和霍尼韦
尔保和小学。除了硬件建设以外，自 2012 年
以来，霍尼韦尔每年都会邀请这两所援建小
学的十余名师生代表
“游学”上海。
霍尼韦尔家园建设计划是公司践行企业
社会责任的主要项目之一。霍尼韦尔企业传
播副总裁白诺德表示：
“作为一家高科技公司，
霍尼韦尔一直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
我很高兴
看到孩子们的精神风貌越来越好。我们期待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联合小学未来能够越办
越好，
将一批又一批的孩子培养成才。
”
据悉，霍尼韦尔还在重庆梁平县援建了
5 家乡村诊所，
为当地群众提供医疗便利。

发区员工认识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了解和
体验到更多轻松有趣并且增进心理健康的
途径和方法。通过多元有趣、内涵丰富的
服务项目，
帮助一线员工舒缓情绪、放松压
力，
营造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
激发职工活
力，
凝聚企业力量，
增强大家的获得感。”上
海自贸区金桥管理局局长、金桥管委会主
任杨晔表示。
据悉，金桥开发区管委会自 2017 年底
逐步推进“企业员工关爱行动”计划，密切
关注关心开发区内企业员工的心理健康状
况，指导并推动企业开展多种类型的员工
心理关爱工作，受到企业和员工的欢迎和
响应。

中芯
“芯肝宝贝计划”6 年
累计捐赠金额达 2100 万元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由于各种
据 悉 ，仅 2017 年 一 年 ，就 有 超 过
原因，全国仅有约 10%的患儿有机会接
160 名贫病儿童藉由“芯肝宝贝计划”
受肝移植。12 日，在上海仁济医院内， 得到了救治。
一群由
“芯片人”组成的爱心团，
再次向
目前，
仁济医院儿童肝移植年完成量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捐赠 240 万元，用于
已经连续7年居世界首位，
手术成功率超
资助在上海仁济医院进行肝移植手术
过 98%，
移植后 1 年和 5 年生存率分别为
的贫困儿童。
91%和89.3%，
达国际先进水平，
成为国际
这项由中芯国际发起的
“芯肝宝贝
最大的儿童肝移植中心，
但很多贫病儿童
计划”慈善项目，自启动以来，已连续 6
家庭却无力承担昂贵的治疗费用。
年为肝病儿童的手术治疗和康复进行
“自 2013 年起中芯国际发起了‘芯
捐款。其中，
中芯国际共捐赠逾 1350 万
肝宝贝计划’，每年向中国宋庆龄基金
元，
业界合作伙伴共捐赠 750 万元，
累计
会捐款 200 万-500 万元以资助这些在
捐赠金额达 2100 万元。截至目前，
共有
仁济医院的‘芯肝宝贝’进行肝移植手
超过 350 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贫困患儿在
术。我们衷心感谢帮助患儿的各类基
上海仁济医院得到救助和医治。
金会、企业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上海
中芯国际董事长周子学表示：
“希
仁济医院党委书记郭莲说。
望通过我们的号召，
带动更多的个人和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基金部部长唐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帮助更多的儿童获
九红透露，基金会将会与各界携手，把
得新生，让他们能健康快乐地生活成 “芯肝宝贝”项目继续扩大，
帮助更多需
长。”
要帮助的人。

本报讯 （记者 张淑贤）主题为“你
的权利，
我的责任”的企业家完全无烟工
作场所倡议活动日前在陆家嘴金融城举
行。在此次活动上，陆家嘴金融城发展
局 联 合 业 界 共 同 倡 议 打造“ 无烟陆家
嘴”，力争将金融城打造成安全无烟工作
场所的样本。
据悉，
陆家嘴金融城目前已聚集了 4
万多家企业和50万名白领。
“无烟陆家嘴”
倡议的提出，
将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从
重视速度到重视质量转变提供最佳注脚。

上海自贸区陆家嘴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耀眼的摩天大楼和国内外知名
企业机构聚集一直以来都被视为陆家嘴
的标签，我们希望再为它增加一个新标
签，那就是‘绿色健康、生态环保’，让在
陆家嘴工作和生活的所有人都能享受健
康的工作生活环境。”
在此次活动上，来自金融、保险、制
药等行业的近百名企业高管承诺，其所
在企业将创建安全无烟工作场所，并将
推出具体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