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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以“重

塑老码头、活力新街区”为主题的

2018“世界城市日-上海论坛”浦东

分论坛，昨天在民生码头 8万吨筒

仓内举行。论坛聚焦东岸重要节点

之一的 8万吨筒仓周边地区空间品

质提升，从风貌保护、多元化发展、

社区营造、色彩规划等方面展开深

入研讨。

去年底，浦江东岸公共空间全

线贯通，“世界级滨水区”核心地带

初具雏形。根据功能结构和发展

规划，民生码头区域未来将以滨水

生态休闲、文化展示为特色，体现

码头地区更新并兼顾居住。8 万

吨筒仓是民生码头中最具震撼力

的工业遗产，8 万吨筒仓周边地区

品质提升也成为今年上海城市设

计挑战赛中城市更新的项目之

一。经过评选，清华大学团队的

“永不落幕的展览：记忆·艺术·生

活”设计方案获得了竞赛的一等

奖。

团队主要成员之一的罗卉卉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经过设计前

期的调研，发现这一区域已经具有

比较明显的艺术氛围和积淀，加上

已有丰富的历史，可以文化艺术为

载体，激活整个片区的功能定位。

在论坛上，汉堡市住房与城市

开发部原规划局局长约翰·瓦尔特

以汉堡港口新城建设为例，介绍通

过工业遗产再利用、丰富的水上活

动、防洪等措施，塑造魅力滨水空

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沙永杰介绍亚洲主要发达城市

当前城市的更新举措和趋势，并结

合伦敦金融城和纽约曼哈顿案例，

为上海城市发展转型和城市更新提

供经验参考。

目前，8 万吨筒仓的内部更新

已基本完成。相关人士表示，与会

专家介绍的经验及竞赛获奖方案，

对今后 8万吨筒仓周边地区的城市

更新的规划、设计有重要参考价

值。

2018“世界城市日-上海论坛”

浦东分论坛由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

源管理局、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主办，

新区规土局承办。论坛开幕式上，

市规土局副局长杨联萍、浦东新区

副区长姚凯分别致辞。中国科学院

院士、同济大学教授郑时龄主持论

坛主题报告环节。国内外专家学

者、规划设计机构和居民代表共150
人出席。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10月31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保税区域海外人才基地签约启动仪式暨2018年国际人才招聘

会在外高桥森兰商都举行。继今年初成立区域人才基地之后，自

贸区保税区域再度扩大合作范围及覆盖对象，将海外人才纳入人

才培育体系，并将原先的“管委会-街镇-高校”合作模式升级为

“管委会-行业-高校”三方合作模式。

此次，在保税区管理局人力资源处牵头下，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保税区管理局、上海外高桥国际人才

服务有限公司和上海国际学生服务中心、上海人才服务行业协

会、澳大利亚中国文化教育交流中心、上海市国际人才交流协

会澳大利亚联络处、上海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

学、上海纽约大学共同签订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保

税区域海外人才基地建设战略合作协议》。

未来，签约各方将发挥各自优势，通过举办各类招聘活动，

搭建企业与高校产学研合作交流平台，开展职业培训讲座，为

留学生提供一系列创就业服务等举措，全面推动海外人才基地

建设。

同期举办的2018年国际人才招聘会则吸引了大量求职者，

其中不乏外国留学生的身影。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

司、上海外高桥保时捷中心等企业还在现场开起了双语宣介

会，以吸引海外人才的目光。据了解，此次招聘会共有206家企

业提供超过2000个就业岗位，吸引了超过8000名求职者参与，

其中，外籍人士超500人。

随着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即将举办，商贸业、物流业等

行业，成为了众多求职者的热门选择。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法国

留学生法拉表示，自贸区对她的吸引力非常大。“我不仅可以找到

喜欢的工作，而且留在上海更方便了。”法拉高兴地说。

昨日下午，浦东新区财政局举办“奋勇
向前立潮头 改革开放再出发”读书分享活
动，以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浦东开
发开放28周年，进一步构建同心多层的文
化影响力圈层，不断增强财政干部的凝聚
力和向心力。

活动中，局内两名优秀挂职干部分享
了精细化管理和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筹备相关挂职经历。第三期青年干部研修
班学员们则通过分享读书感受，展现了财
政干部充满激情、富于创造、勇于担当的精
神风貌。参加活动的财政干部们表示，将
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以更大的责任担
当、更好的精神状态，勇当新时代全国改革
开放和创新发展的标杆，推动浦东各项工
作再上新台阶。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太意外了、太快了，从资料提交

完毕到所有专项验收事项办结再到最终竣工备案证书拿到

才短短 9 天（7 个工作日），大大节省了企业的办理时间。”10
月 30日，上海临港新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拿到了

新鲜出炉的“临港新城主城区WNW-C1-10-02地块限价商

品房配套幼儿园”项目的竣工验收备案证书，并对建设工程联

审共享平台带来的便利给予了高度评价。

临港城投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从 10 月 11 日开始

了解联审共享平台、阅读操作说明、准备资料。临港地区建

设项目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主动作为，主动为企业解答系

统操作和资料提交等问题，并与市区两级的消防、交警、档

案、规划等部门积极协同，一起帮助企业解决了许多问题。

联审共享平台节省了企业向各个监管部门报送材料的时间，

备案资料通过网上提交即可，各家单位可以同步报送，一次

递交多个部门共享，将“一窗受理、一网通办”的政策真正落

地，为企业竣工验收备案提供了极大便利，营造了良好的营

商环境。

据悉，这也是临港地区在联审平台办理的第一个政府投资

工程建设项目，该项目在联审平台上的办理，意味着上海市建

设工程联审共享平台的竣工验收模块不仅可以覆盖社会投资

项目，也可以包括政府投资在内的全类型工程建设项目和转轨

“项目”。

继今年 3月 1日本市启动社会投资项目审批改革之后，针

对政府和企业投资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也开始驶入“快车道”，

从9月1日起，《上海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

案》及实施细则开始试行，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审批时间压缩

到100个工作日以内，比之前缩短一半以上。

记者从市住建委了解到，此次该项目的规划验收、竣工备

案等手续全部由联审平台系统办理，真正实现一网通办。

临港地区管委会和临港地区建设项目管理服务中心将

该项目的办理作为今后依托联审共享平台开展监管和服务

的实战演练，努力为形成全市可推广、可复制的管理模式奠

定基础。

本报讯（记者 龚舜琦 通

讯员 刘毅）为纪念民建主要创

始人之一黄炎培先生诞辰 140
周年，10月 28日，民建浦东区委

召开座谈会，对黄炎培生平事

迹、爱国思想开展交流研讨，缅

怀其历史贡献和高尚情操。民

建区委主委徐红出席，副主委徐

敏栩主持会议。

会上，徐红传达了民建中央

主席郝明金在纪念黄炎培先生

诞辰 140周年座谈会上、民建市

委主委周汉民在纪念黄炎培诞

辰 140 周年暨黄炎培先生铜像

揭幕仪式上发表的讲话精神。

徐红表示，要继承和发扬黄炎培

先生心系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

毕生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不

懈奋斗的精神；要保持坚定的政

治信念，在党的领导下沿着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不断前进；

要加强党派自身建设，学习黄炎

培先生“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

必守信、行必踏实”的为人处世

风格，做好新时代下参政党的履

职工作。

浦东新区文史学会名誉会

长、上海市文史资料研究会理

事唐国良作了“杰出的浦东先

贤黄炎培”专题讲座，以丰富的

史实、生动的故事，从实干精

神、创新意识、家国情怀、民主

意识、无私奉献五个方面，介绍

了黄炎培先生的生平事迹和传

奇人生，展现了民建先贤为国

为民、不懈奋斗的一生。与会

人员围绕黄炎培兴办实业、创

办教育、民主创建、救国救民等

方面纷纷发言、热烈讨论，表达

了对老一辈爱国人士孜孜以求

救国之路的敬仰和缅怀。大家

表示，要始终牢记责任和使命，

传承前辈的优良传统，尽职尽

责，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认真履

职为国家发展积极献言献策，

为民建发展增光添彩。

会上还举办了民建浦东区

委 2018 主题知识竞赛颁奖仪

式。民建区委宣传通讯员、宣传

委委员，部分市委金融工委会员

等约40人参加。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10月 28日起

到明年 3月 30日，中国民航将执行冬春航

季航班计划。为方便旅客出行，成都航空

近日调整航线网络，其中ARJ21机队新增

3条航线。

10 月 28 日清晨 6 时 49 分，由 ARJ21
飞机执飞的 EU6661（成都-衡阳-泉州）

航班在成都双流机场起飞，于 8：27 飞抵

衡阳，休整后于11：07在泉州晋江国际机场

安全着陆。随后，由ARJ21飞机执飞的另

一条新航线——成都-太原-哈尔滨航线也

于 12 时 29 分成功首航。10 月 29 日清晨

07：17，由 ARJ21 飞机执飞的 EU6669（成

都-临汾-哈尔滨）航班在成都双流国际机

场起飞，第三条新航线也实现成功首航。

据悉，从第1架ARJ21飞机交付至今，

已有8架ARJ21飞机交付成都航空投入运

营，安全运送旅客超过16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即将召

开，东航力求为国内外宾客提

供高品质、高价值的服务体

验。记者获悉，进博会前期，东

航地服部、信息部进一步加强

上海两场的自助化服务。

据悉，东航在上海两场的自

助登机牌办理上开设多个渠

道，在登机牌办理功能设计上，

东航先后增设家庭值机、儿童

值机等多种功能。东航相关单

位还联合虹桥火车站设立自助

综合服务专区，旅客可在火车

站即可享受值机手续办理、航班

动态查询、航班延误/取消证明

打印等便捷服务。目前上海虹

桥、浦东两场共有117台自助值

机设备，将在进博会期间为更多

来沪观展的旅客提供出行便捷。

此外，东航在虹桥、浦东两

场设立 14 台自助行李托运设

备，办理过值机的旅客可两分钟

内完成托运办理。东航还与浦

东机场相关单位共同推进自助

中转项目，日前，国际转国际直

接过境区内的7台自助过境机

器已经准备就绪，全程 20秒的

全自助过境方式，将快速协助和

分流从浦东机场转机的国际旅

客，大大缩短旅客通关时间，提

升中转通关效率。同时，东航

还推出微信小程序，并支持一

键退票5秒到账等便捷功能。

2018“世界城市日-上海论坛”浦东分论坛举行

重塑老码头 为新街区注入生命力

区财政局举办读书分享活动

奋勇向前立潮头
改革开放再出发

东航竭力为旅客添便捷

自助行李托运仅2分钟

成航ARJ21机队
新增3条航线

民建浦东区委召开座谈会

纪念黄炎培诞辰140周年

三方合作模式再加码

上海自贸区保税区
构建国际人才高地

9天完成竣工验收

临港率先试点工程
建设项目全领域改革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首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主打集约化公共

交通出行模式。记者昨天从市交通

委获悉，除了地铁、地面公交之外，新

增的 8条酒店穿梭巴士也已开始接

受预订，参加展会的展商、采购团和

专业观众可通过“驿动”APP平台提

前预约座位，感受便捷的“一站到馆”

的出行体验。

据了解，进口博览会期间，市交

通委共设计了8条酒店穿梭巴士，每

天 8:30-9:00，17:00-18:00，串起全市

22家酒店，开往位于国家会展中心

旁的P1停车场。每条线路发车间隔

为15分钟一班，单程票价20元。

8条线路中线，浦东线路径为上

海通茂大酒店—上海浦东假日酒店

—全季上海陆家嘴浦东南路酒店—

国家会展中心。

据悉，穿梭巴士运营企业还将在

酒店安排现场调度及管理人员，协调

和解决现场集中出行的沟通工作。

同时，为保障国内外来宾的咨询和服

务，驿动APP将提供 24小时中英文

客服在线。

市交通委方面表示，酒店穿梭巴

士是本次进口博览会交通保障工作

中的“新事物”，乘客通过手机客户端

预约，可直接从酒店抵达目的地。它

不仅免除了展商、采购商在陌生环境

中的交通出行压力，也有助于推行集

约化出行理念，在未来的大型活动交

通保障当中，此类出行方式会将逐渐

推广。

主打集约化公共交通出行模式

8条酒店穿梭巴士接受预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