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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项调研为抓手 深入推进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
浦东探索特色党外代表人士工作新模式

提要：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对统

一战线工作的新要求，系统谋划、有序

推进浦东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自去

年年底以来，区委决定启动党外代表人

士调研。调研历时半年，先后发动区属

52家单位和区域内 28家高校、科研院所

进行广泛排摸动员，逾 400 家单位进行

推荐。同时，利用网络广发“英雄帖”，

吸引党外人士自荐或他荐。通过调研，

形成了“大、中、小”三张名单，发现了一

批优秀的党外代表人士，探索了一套具

有浦东特色的党外代表人士工作新模

式。

经过全区推荐、综合比选、进点调

研 3 个环节，形成“大名单”2523 人、“中

名单”497 人，“产业小名单”100 人和

“统战小名单”214 人。浦东党外人士呈

现以下特征：一是党外代表人士能级

高。在产业领域方面，党外代表人士几

乎涵盖浦东各类基础产业领域、新型产

业门类。他们大多都是业绩突出、业界

影响力大、标志性、引领性的高峰人

才。二是党外代表人士资源集聚。在

“统战小名单”中，八大民主党派及无党

派人士、新阶层、非公经济、港澳台侨等

代表人士均占有一定比例，他们大多分

布在教育、卫生、科技、经济、文化等领

域，充分体现出浦东党外人士规模大、

类型全、分布广、人才资源丰富的特

点。三是党外代表人士与浦东开发开

放产业特征高度吻合。很多人具有明

显的创新创业取向、战略前沿取向和全

球发展取向。

通过调研，发现浦东党外代表人士

队伍建设中尚存在许多不足，主要是：用

人主体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工作意识

不强、重视程度不够，部分党组织主动谋

划、整体推进的工作机制还不健全；分层

分类、有效发现储备的常态化工作体系

还不完善，有计划、有重点教育培养机制

还不够健全，尤其是体制外党外代表人

士发现、培养渠道相对薄弱；参政议政、

服务社会的平台载体比较缺乏，部分党

外代表人士的政治参与热情有待激发

等。

下一步，作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

的牵头部门，统战部将主要从两个方面入

手：

1.实施“2553工程”，打造一支强有
力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

围绕打响“四大品牌”、推进“五个中

心”这一中心工作，按照浦东“四高”要

求，突出三个“重点聚焦”，即重点聚焦科

创中心、自贸区建设；重点聚焦战略产

业、重点行业、优势领域；重点聚焦新社

会阶层、海外留学归国人员，积极发现、

培养、使用一批政治代表性强、行业领军

度高、社会影响力大的旗帜性人物。充

分运用本次调研成果，实施浦东新区党

外代表人士“2553 工程”。“2553 工程”即

2500名左右在本领域本行业中具有较大

发展潜力和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党外代表

人士（大名单），500名左右在本领域本行

业中造诣较深、贡献较大、具有较大社会

影响力的党外代表人士（中名单）300 名

左右为本领域本行业的领军人物或本党

派的领头人、在全区乃至全市政治代表

性强、行业领军度高、社会影响力大的党

外代表人士（“产业小名单”和“统战小名

单”），下一步浦东新区将整合各部门力

量，分工合作，多方协同，加强后续跟踪、

教育培养和使用管理。

2.健全工作机制，构建党外代表人士
队伍建设工作体系。

巩固本次调研所形成的良好工作机

制，健全区委统一领导、区委统战部牵头

负责、各有关部门和党派社团密切配合的

长效工作机制。同时进一步夯实基础工

作，加大新区党外代表人士大数据库开发

力度，拓展信息采集、动态跟踪、内部共

享、决策支持等功能，并做好与组织部人

才数据库共享联动工作，为做好党外代表

人士队伍建设奠定基础。在发现储备方

面，重点是发现储备一批与浦东开发开放

相匹配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立定期联

合推荐工作机制和劝留工作机制。在教

育培养方面，重点是强化思想引领，建立

健全定期培训工作机制。在科学管理方

面，重点是明确管理责任，建立动态管理

工作机制。在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方面，

重点是加强协调配合，健全完善推荐提名

机制。

（供稿：浦东新区区委统战部）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9月 10日至

17日，30幅由全国国画名家创作的书画

作品在南汇博物馆内展出。展出以“走进

新时代，家乡美如画”为主题，展现惠南特

色风貌。

前期，来自北京、贵州、湖南、江苏等

地的一批国画名家受邀走进惠南进行采

风创作，从不同角度重塑惠南历史遗存物

像、城市发展地标，也将新农村风貌、非遗

项目传承保护成果等通过个性化的笔墨

语言展现出来。

近年来，惠南镇将书画创作作为文化

建设抓手之一，连续两年举办“海曲墨韵”

全国书法名家作品邀请展，此外，还多次举

办本土作家书画展等活动，使高雅的传统

书画艺术融入到居民生活中，带动当地群

众的书画学习风潮。惠南镇相关负责人表

示，惠南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素有“书画之

乡”之称，区域内有着不少国家级、上海市

级书画艺术家。此次邀请多名国画名家通

过书画创作的形式助推惠南文化发展，也

为当地美术爱好者在“家门口”呈上了一道

绘画艺术大餐，有助于吸引更多居民群众

参与到书画学习、创作、鉴赏活动中来。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记者从昨日

上海银行业服务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新闻通气会上获悉，为服务进博会境内

外参展商，沪上银行业正积极布局各项业

务，力争打造“6天+365天”不落幕的金融

服务平台。

设立特色支行和专门团队

“进博会哪里需要金融服务，银行就

在哪里。”在昨日的新闻通气会上，多家沪

上银行相关负责人纷纷表示。

为尽可能地贴近进博会参展厂商，多

家银行设立了特色支行，且搭建了专门团

队。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已在国家会展中

心商业广场内设立了一家全能型专业支

行，可为客户提供本外币综合金融服务；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也已在国家会展中心

内设立了一家近 3000 平方米的支行，为

进博会现场金融服务提供保障。

除特色支行外，建设银行上海分行还

设置多个现场服务站点，分别位于进博会

综合服务大厅以及内场其他位置，提供金

融服务、信息咨询和语言翻译等服务。

“建行还挑选了 40 余名具备各项技

能的专业人员，组成进博会金融服务团

队。”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徐众华说。

农业银行上海分行则构建了集境内

外分行、总分支行和营销、产品、内控部门

于一体的进博会专业化服务团队；交通银

行也开通了进博会专属绿色服务通道，组

织专家库、人才库力量，设专人、专线提供

政策辅导解答。

值得一提的是，多家银行还利用境外

网点丰富的优势，动员境外企业参展。中

国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余未迟介绍，中国

银行利用在全球 5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的

近 600家海外分支机构的资源，积极动员

境外企业参展。

推出一系列专属特色产品

针对进博会境内外参展商特点，多家

沪上银行推出了一系列专属金融产品。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为进博会打造了涵盖

线上、线下全渠道的金融产品，其中，线上

推出预授信平台等金融服务；线下定制了

覆盖展前、展中和展后三个阶段，集“撮

合、汇兑、保函以及融资”为一体的系列专

属产品。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近日已推出为中

小企业采购商度身定制的线上授信服务

平台——中银 e企贷，助力参加进博会的

中小企业采购商“畅买全球”。

针对采购商的大额采购计划及临时

融资需求，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建立了进博

会融资的绿色通道，开发了专用专属产

品，包括三大类共18个产品，分别为融户

类产品、融资类产品和融智类产品。其中，

融智类产品为跨境客户提供跨境业务咨

询、财富管理及基于FT、区块链等的创新

产品。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则推出“工银速

汇”这一重点产品，为个人和企业客户提供

灵活、便捷和成本低的跨境汇款服务。

“在符合政策的前提下，交行优先向

进博会参会主体提供配套资金，提供专属

融资产品，同时在融资期限、融资利率上

给予优惠。”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宋

滨表示。

即将在上海举办的进博会，标志着中

国跨上国际经贸合作的新台阶。上海市

银行同业公会表示，在沪银行业已做好充

分准备，为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合

作机制提供以“专业、便捷和高效”为特征

的上海品牌金融服务。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近日，市城管

执法局、市交通委执法总队、市公安局交

警总队、市运输管理处等多部门联合对客

运、货运网络平台进行检查整治，以落实

进博会保障任务。

继9月7日三部门联合进驻滴滴公司

开展安全专项检查后，9月 11日下午，上

海市交通委员会执法总队、上海市公安局

交警总队、上海市城市交通运输管理处再

度联合对滴滴（上海）公司开展安全专项

检查。市交通委执法总队表示，将联合公

安部门对网约车平台开展每周不少于两

次的进驻式安全大检查。同时结合进博

会保障工作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在全市重

点区域加大路面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查处

网约车非法客运行为。此外，上海市城管

执法局牵头召集市交警总队、市交通执法

总队，近日联合对货拉拉办公地和快狗打

车办公地进行执法检查。当天执法人员拦

车检查 21辆，查获车身粘贴广告、客车载

货、未经许可擅自从事货物运输等违法行

为 18起、暂扣车辆 4辆、当场处罚 4辆、当

场改正15起。目前，货拉拉已对确定无双

证的第一批司机做封号处理。

上海市城管执法局表示，下阶段，三

部门将继续联手对网约货运平台违法违

规行为进行持续不间断打击，一旦发现违

法行为将进行严厉处罚。同时将处罚信

息上传至社会信用信息平台，为进博会举

行创造良好的环境秩序。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在世博地区，为了确保进博会期间城市

安全有序，世博管委会与世博公安处、城

管世博中队严阵以待，保障区域内各大

工地平安建设、优化园区城市运行综合

管理。

目前世博地区后滩、耀华、前滩三个

地块 8.56 平方公里的辖区内，在建项目

工地达 39 个，常驻施工人员超过 1.8 万

人。针对世博地区建筑工地体量大、施

工人员多、大型活动密集等特点，世博管

委会与世博公安处联合开展“迎进博、保

平安、树形象”世博地区平安工地创建活

动。活动以打造“更有序、更安全、更干

净”的工地为目标，坚持“公安指导、工地

自管、多方参与、共创平安”，旨在发掘、

总结、推广一批可复制、可借鉴的安全管

理经验和方法，并评选出一批平安工地

示范性项目，树立一批工地安全管理典

型人物。

同时，针对进博会期间道路交通保障

及大型活动应对等任务，世博管委会搭建

平台，加强世博公安处与城管世博中队

“警城联动机制”，确保进博会期间世博地

区维稳工作有序开展。

同时，世博城管中队在总结多年大型

活动保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适合世博

地区特点的“分级管控、四级保障”机制、

大型活动保障勤务规范、应急处置流程、

大型活动志愿服务三项制度等一系列保

障机制和措施，护航世博地区大型活动的

顺利进行。 本报讯（记者 徐玲）作为 2018国际

临床和转化医学论坛最大的分论坛之一，

“干细胞研究—基础和临床”分论坛暨中

国整形美容协会干细胞研究与应用分会

9月 11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召开。来

自三甲医院、干细胞企业、科研院所、高校

及相关监管部门的500余名代表，与顶尖

学者近距离接触，聆听大师宣讲最新研究

成果，参与探讨生物医药产业的前沿问

题。

值得一提的是，2012 年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得主、英国皇家学院及医学科

学院院士、85 岁的约翰·伯特兰·戈登教

授在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戈登教授多

年从事核移植研究，对于这几年大热的多

能干细胞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核移

植比多能干细胞所产生的干细胞质量要

好，也更安全，将来更有可能应用到临

床。对于中国学者近年来在基因编辑、克

隆等领域所做的出色工作，戈登也给予高

度评价。去年底，他为上海学者孙强发表

在《细胞》杂志上的体细胞克隆猴论文撰

写了评论，称其为“一项里程碑式的工

作”。

戈登教授此次是首次来到上海，会议

结束后，他前往东方医院南院，参观了东

方医院干细胞转化医学产业基地的再生

医学研究所、GMP实验室、干细胞资源库

等，对于该院在推进干细胞“全链条”产业

中的实践经验表示赞叹。

多家银行发布进博会金融服务方案
打造“6天+365天”不落幕的金融服务平台

多部门联手整治网约车违法违规

世博地区开展平安工地创建活动

国画名家妙笔再现惠南风韵

诺奖得主亲临浦东

高度评价中国学者出色成就

昨日，两位观众在南汇博物馆欣赏画作。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