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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桥配套1750套白领公寓开工建设
2020 年投入运营 加强人才安居服务
本报讯（记者 王延）7 月 10 日上午，
金桥集团人才公寓阳光花苑二期项目奠
基仪式在金桥出口加工区南区现场举
行。2020 年，该项目将有全新的 1750 套
白领公寓投入运营，以缓解人才住房困
难，吸引更多优秀人才。
据介绍，金桥集团人才公寓阳光花
苑项目位于王桥路泰宁路交叉口附近，
距离轨交 2 号线华夏东路站约 2 公里的
路程。该项目占地约 10 公顷，总建筑面
积达 24 万平方米，包括白领公寓、蓝领
公寓和综合配套设施。
项目总共分三期实施，一期 8 万平
方米，包括白领公寓和蓝领公寓共 1368
套，已于 2012 年投入运营。目前已为通
用汽车、欧姆龙、法雷奥、新松机器人等
40 多家区内企业提供出租类人才公寓，
已全部满租。
此次开工的二期项目将建设 1750
套白领公寓，总面积 9.3 万平方米，计划
2020 年上半年竣工，2020 年下半年投入
运营。三期建设则将在 2019 年开工，预
计 2021 年推向市场。
据悉，金桥集团人才公寓阳光花苑
项目由金桥集团与区内有需求的企业签

署合约，企业按需分配。项目共有三个
房型。其中蓝领宿舍面积 47 平方米，租
金均价 1850 元/月，
白领公寓一室面积 44
平方米，租金均价 2100 元/月，白领公寓
两室面积 63 平方米，租金均价 3100 元/
月。
“随着上海居住成本的逐年上涨，
如何缓解人才住房困难，改善人才居住
条件，加强人才安居服务，吸引更多的
优秀人才到金桥来就业和发展，为金桥
的转型积聚力量，是政府、企业共同需
要考虑的问题。”上海金桥（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裁周尧表示，下一步，将着重
解决整个小区的环境问题、公交配套问
题，并在一期商业基础上增加更多配套
设施。
周尧表示，今年以来，
金桥集团始终
坚持产城融合的开发理念，始终坚持以
人为本、服务企业的意识。全部建成后
的人才公寓阳光花苑将成为配套齐全、
租得安心、住得放心的精品人才公寓，
将
成为有梦想、有温度、有情怀的人文社
区，成为金桥出口加工区南区转型升级
的重要功能载体，全面提升营商环境的
新名片。

金桥集团人才公寓阳光花苑二期项目奠基仪式日前举行。

“巴斯夫小小化学家”
暑期再度登陆上海科技馆

上海银行发布国内首部《慈善法手册》

本报讯（记者 王延）
“巴斯夫小小化
学家”7 月 4 日至 15 日再度登陆上海科技
馆。这个已经连续举办了十多年的科普
盛宴已经有超过 7 万名儿童参与。今年，
“巴斯夫小小化学家”又带来了全新的实
验项目和参观体验区，旨在将化学的神奇
带给家长和其他参与者。
此次收到首批体验邀请的是来自浦东
新区高桥镇竹林小学的同学们，他们纷纷
参与到有趣的“吹气球竞赛”中。所谓“吹
气球竞赛”
，
就是让孩子们利用厨房里的调
料或果汁，
来完成一项有趣的化学实验。
只见孩子们分别把白醋、柠檬汁、橙
汁装入气球内，并在玻璃瓶里装上小苏
打，然后把气球套好固定在玻璃瓶口让气
球 里 的 液 体 落 下 ，会 产 生 怎 样 的 结
果？通过实验孩子们发现：装了白醋的气
球膨胀最大，装了柠檬汁、橙汁的气球依
次越来越小。小朋友用 PH 试纸一测，发
现秘密就在于白醋的 PH 值最小，它和小
孩子们正在进行有趣的
“吹气球竞赛”
。
□巴斯夫 供图
苏打融合后产生了大量气泡，就把气球给
吹起来了。
巴斯夫先进材料与系统研究平台全
将赴英国留学，学习的专业正是化学。
“实 “达人带你逛——巴斯夫趣味化学课堂”
球总裁、亚太区研究代表罗海德博士表
际上按照学校的课程安排，我们在初中以
的科技馆导览项目，学生们由巴斯夫科学
示，这样的体验能够让孩子们了解化学如
前是不会接触到化学这门学科的，但是
家带领，参观馆内展出的各种矿石，发现
何让日常生活更加美好，也能让孩子们对 ‘小小化学家’这个项目让我在小时候就
这些矿石背后蕴藏的故事。
化学产生兴趣，为他们将来的发展提供更
对化学产生了兴趣，所以很感谢这个项目
今后，这些巴斯夫科学家将以志愿者
多可能性。
成为我打开这门学科大门的敲门砖。”
的身份，通过科技馆每月举办的科学讲
志愿者小唐多年前就是“巴斯夫小小
据悉，除亲手操作的实验项目以外， 座、互动实验和科技馆导览来推广科学展
化学家”项目的参与者，今年过完暑期即 “巴斯夫小小化学家”项目今年还推出了
览及馆内的各项活动。

“张江杯”篮球联赛总决赛落幕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日前，
一群
“高
海拔”张江男来到张江科学城华师大二附
中体育馆内，争夺 2018 第十届“张江杯”篮
球联赛总决赛的冠军宝座。经过激烈的比
拼，最终“奉齐建筑队”获得甲级冠军，
“真
视通科技公司队”获得乙级冠军，
“卓思百
观队”赢得了竞娱组总决赛冠军。
据记者了解 ，
“ 张江杯”篮球联赛于
2009 年开赛至今已成功举办十届。今年，
张江科学城为营造
“充满创新活力”的文化
氛围，全新打造了“张江运动季”，除了篮
球、足球、网球、羽毛球、乒乓球、龙舟赛等
传统品牌赛事，还首度加入了水上皮划艇
项目。
本届篮球联赛由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
办公室、浦东新区张江镇人民政府、张江
（集团）有限公司、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指导，张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医学园区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张
江园区总工会、上海张江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承办。

□本报记者 王延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近年来，国内
高净值人群的慈善公益需求不断涌现，
总
部位于陆家嘴的上海银行针对该类客户
群体的精神需求，
推出了从
“财富管理”到
“财富价值”的慈善金融综合解决方案。
近日，
上海银行携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
华代表处、上海复恩社会组织法律研究与
服务中心共同发布中国首部《慈善法手
册》。
“参与《慈善法手册》项目，是一次深
思熟虑的探索，
高净值人群对于财富的思
考已从数字的提升转向价值的追求，
对慈
善公益的参与感日趋强烈。”上海银行副
行长施红敏表示。

作为国内首家为高净值个人提供慈
善 基 金 解 决 方 案 的 银 行 ，上 海 银 行 在
2016 年《慈善法》颁布后即成立了首单家
族信托，该行也是国内首家采用“慈善信
托+慈善基金会”模式为私人银行客户提
供慈善规划方案的银行。
在前期研究探索基础上，
目前，
上海银
行正整合各种要素和资源，
推出公益金融
整体解决方案，
覆盖各类客户不同的慈善
需求。据介绍，
公益金融解决方案在
“财富
管理”和
“财富价值”两个层面服务高净值
客户，
包括为个人社会价值投资寻找优质
慈善项目投向；
为慈善基金会提供整合的
金融服务；
为子女教育提供公益触点等。

大拇指广场举办
“小小世界杯”活动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姜天瑶 记者 许
素菲）
“小小世界杯公益足球赛”近日在大
拇指广场的“番茄球场”内举行。比赛分
U6、U9 两个年龄段，各 8 支球队参赛，约
200 名联洋社区的小球员参赛。在 7 月 8
日的颁奖典礼上，
上海市足球协会主席朱
广沪为孩子们颁奖致辞。
本次公益足球赛以足球运动为载体，
旨在让更多孩子在运动中体验乐趣、寻找
友谊、收获成长。朱广沪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
“青少年踢足球可以打开另一个世界，

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要去做职业球员，
但
是可以锻炼孩子的运动能力，丰富生活，
促进孩子的身心健康。”
颁奖仪式上，
“番茄球场”被花木街道
联洋社区
“微公益微自治”
大赛活动领导小
组授予
“大拇指广场公益足球基地”，被上
海市体育局赛事代表红果体育授予
“上海
城市业余联赛官方比赛场地”
。
“大拇指广
场公益足球基地”将致力于丰富社区体育
生活，
推动联洋社区青少年足球发展，
为中
国足球青训打基础，
改变现有的足球环境。

寻找
“未来文艺之星”
网络小说创作大赛落幕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姜天瑶 记者 许
素菲）寻找
“未来文艺之星”网络小说创作
大赛颁奖仪式日前在上海举行，
大赛旨在
给热爱文学的广大青少年搭建书写梦想
的平台。
本次大赛从去年 12 月开始面向全国
征稿，
至今年 4 月截稿，
参赛作品合计 1500
余万字。记者获悉，本次赛事参赛者以
“90 后”
和
“00 后”
为主，
相比上届人气显著
提升，
参赛人数和作品数均实现翻番。
经过组委会初审、复评和专家评审等

多轮评比，
《蒲公英的使命》
《桑秋》两部作
品分获一等奖和评审会奖，
《二月葡萄》等
三部作品获得二等奖，
《冷月葬诗魂》等六
部作品获得三等奖。此外，
湖南省衡南二
中颜璇的作品《青春，
没有十全十美》获得
QQ 阅读票选人气奖，黑龙江大学耿浩轩
的作品《最美的青春》获得最强创意奖。
本次创作大赛由共青团上海市委员
会、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上海网络作
家协会、上海市学生联合会主办，阅文集
团独家协办。

首批教育科技独角兽联盟单位公布

来自张江园区的企业员工正在进行激烈的比拼。

□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供图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近期，
“2018
上海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蓝皮书发布暨
论坛”在沪举行。会上，首批教育科技独
角兽联盟单位公布。
记者了解到，
教育科技独角兽联盟由
上海市教育学会、上海市电化教育馆以及
上海教育报刊总社联合发起，
由一批致力
于互联网+教育领域并取得业界认可和
口碑的企业自愿组成。首批单位包括了
沪江、一起教育、葡萄科技、上海复兰教育
等 9 家企业。

会议主办方表示，
未来将发挥联盟各
成员的优势，
创造一个高层次、多领域、创
新的协作平台，促进教育技术的深度融
合，
促进教育理念、教学模式、管理模式的
深度化，以信息化带动上海教育的现代
化。
沪 江 高 级 副 总 裁 兼 沪 江 网 校 CEO
唐红浙表示，
“沪江在互联网方面做了一
些探索，也期待今天我们能够有一些思
路上的碰撞，或者有一些分享可以作为
他山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