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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 日前，

浦东“十四五”航运规划编制专题

座谈会举行。上海组合港管委会、

上海航交所、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

会上海中心等一批国内外高端功能

性机构齐聚一堂，为浦东航运未来

五年发展蓝图建言献策。

作为已拥有 8000 余家各类航运

企业和功能性机构的浦东，在推进

高端航运服务的过程中还缺什么？

与会机构专家认为，“国际化”“市

场化”“人才化”作为国际航运中心

的基本特征，在政策制定上应有前

瞻性的突破。

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副秘书

长、上海海事大学副教授李钢正在

承担浦东“十四五”航运规划编制

的技术支持工作，在他看来，浦东

“十四五”规划一定要对准两个

“高”， 对照最高标准，最高水

平。其中，作为价值链高地的高端

航运服务业，浦东的航运市场主体

和相关服务产业集聚已经达到一定

的规模。“现在的浦东条件走在了

世界的前列，速度更要加快，提速

增能。”李钢说。

座谈会上，新区发改委透露，

航运服务业在浦东全年GDP占比约

在 5%。对于这一点，上海航运交易

所信息部经理刘越建议，在“十四

五”规划中，浦东可以在船舶融资

业务寻求创新，做大做强高端航运

服务业，推动上海航运服务品牌走

向全球。“浦东一定要有国际眼光，

目前全球船东都在寻找更好的资本

市场，身处自贸区的浦东，可以考

虑利用政策优势，培育新的船舶融

资资本市场，形成船东的群体，资

本集群，”刘越说，“浦东一定要在

‘十四五’期间把这个有着深厚资源

的制高点拿下。”

有了正确的认识，有了好的政

策，谁来执行？谁来实施？于是，

具有国际化标准的高端人才变成了

关键。

作为全球唯一一个被认可的有

资格设立航运职业标准的国际机构

——英国皇家特许船舶经纪协会已

在浦东扎根三年，该机构中国区总

代表郑培华建议，当全球都在抢高

端人才，浦东需要制定更加吸引人

的政策。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三年行

动计划（2018-2020）目前已进入最

后冲刺阶段，浦东作为航运中心核

心功能区也正由高速发展走向高质

量增长。2021年到 2025年这五年如

何再高质量出发？据浦东新区商务

委员会航运服务办公室介绍，上半

年已陆续走访200余家企业，在加强

调研的同时，还将举行系列座谈，

倾听航运界各方建议，预计年底前

形成十四五规划初步框架。

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 杨珍

莹）7月20日凌晨2时30分，世界最

大的海上巨无霸级集装箱船“地中

海古尔松”轮驶抵上海洋山港三期4
泊位，再次刷新洋山港超大型船舶

的靠泊纪录，至此，当今世界上已下

水运营的45艘20000标箱级超大型

集装轮已悉数造访洋山深水港。

“地中海古尔松”轮于 7月 4日

下水，全长399.9米、宽61.5米、最大

载箱量 23756 标准箱，是目前世界

上单船载箱量最大、宽度最宽的集

装箱船舶。据洋山边检站统计，上

半年，洋山港出入境（港）船舶 4600
多艘次，其中超 2 万标准箱的大型

集装轮达到 130 艘次，同比翻了一

番多。

由于今年第5号台风“丹娜丝”

影响刚过，舟山沿海水域避台船舶

纷纷起锚续航，洋山辖区船舶通航

密度增加，为保证该轮安全进港，

洋山港海事局指挥中心通过VTS、
CCTV等系统对“地中海古尔松”实

施全程监控。同时，与现场警戒护

航的海事巡逻艇和拖轮进行联动，

对洋山港主航道及警戒区船舶进

行交通组织，提醒附近船舶及早避

让，保障这艘“海上巨无霸”有良好

的海上航行环境。该轮于当天晚

间6时许离开洋山港。为保障船员

休息时间，洋山港海事局选择在日

间下午登轮，船舶安检中心两名工

作人员还对该船实施PSC（港口国

监督检查），给这艘“海上巨无霸”

做一次全面“体检”，保障船舶船况

符合相关国际公约的要求。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在近

日上海举行的长三角航运一体化发

展论坛上，上海市交通委副主任张

林表示，上海正通过加快小洋山北

侧开发合作，发展海铁联运等措施，

持续增强航运服务辐射能级，使上

海在全球航运中心城市的综合实力

继续提升，争取达到世界第三位。

长三角港口群在全国港口生

产中地位突出，在全球大港中亦位

居前列。据统计，2018年全球百大集

装箱港口中，长三角港口占据5席，

上海港和宁波舟山港分列第一和第

三位。张林表示，上海国际航运中

心将以全球视野、国际标准优化网

络，提升能级，与苏浙皖加强联动，

聚焦基础设施、航运服务、绿色港

航建设国际航运中心，服务长三角

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他透露，

在完善航运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方

面，有多项措施在推进，包括加强

与浙江合作，加快小洋山北侧支线

码头开发；大力发展海铁联运，推

动铁路进入外高桥港区，力争今年

海铁联运量有较大幅度增长；同

时，继续推进江海、河海联运，构建

“互联互通、畅达高效”的长三角高

等级内河航道网，大力推进杭平

申、苏申内港线等航道项目规划建

设，促进区域水运系统升级。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上海国

际海员服务中心近日在洋山港开

业。这也是目前沪上唯一一家海

员服务“驿站”。据悉，该项目属于

非盈利性公益项目。

上海国际海员服务中心（洋

山）坐落于小洋山保税区中心位

置，总建筑面积为 1030 平米，可同

时为上百名海员提供服务。通过

征询综合船代、航运企业及部分海

员诉求，同时借鉴国外港口海员俱

乐部的运作，洋山海员俱乐部将提

供船员接驳、物品代购、网吧及书

报阅览、咖啡茶饮等服务。

上海国际海员俱乐部具有悠

久历史，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

新中国第一家国际海员俱乐部就

诞生于黄浦江畔。但随着港口布

局的调整，其服务功能逐渐淡出大

众视线。为适应新时期上海国际

航运中心发展需要，使上海港更加

友好开放，让城市更加“有温度”，

市政府决定重新建设上海国际海

员服务中心，并将“筹建上海国际

海员服务中心（洋山）项目”列为

2018 年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年

度重点工作。

国内外机构专家建言浦东未来五年航运发展蓝图

培育船舶资本市场 拿下全球资源制高点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7月 19日，2019年第三届祝

桥航空文化节开幕式在祝桥镇文化服务中心剧院拉开帷

幕，开幕式上包括祝桥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内的专

场演出受到了观众们的欢迎。

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冯伟，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魏应彪等出席活动，并为本届文

化节启动揭幕。

祝桥镇自2016年举办首届航空文化节以来，航空文化

氛围日益浓厚，航空文化节也从第一届由祝桥镇主办的镇

级活动发展成为祝桥地区区域内各单位协作交流的重要

平台和特色文化品牌。据悉，在为期四个月的本届文化节

中，围绕“美丽祝桥 梦想启航”这一主题，安排了综合类、

竞赛类、展示类、参观类等多项系列活动。本届航空文化

节将凸显区域联动、合作共享的办节理念，着力打造成为

具有广泛影响度、市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浦东新区特色文化

节之一。

本报讯（记者 徐玲）7月20日，川沙老街上的古戏台

正式开张，文化旅游部艺术司司长、浦东新区副区长诸迪，

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尤存，川沙新镇党委书记王小君为古

戏台开张鸣锣，戏曲艺术家唐元才、马莉莉、赵志刚上台献

唱，同时，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川沙越剧实践基地挂牌，

这也是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首个外挂文化基地，清华学

子将在川沙基地亲密接触传统戏曲，共同推动中华艺术瑰

宝焕发年轻和时尚之光。

川沙古戏台坐落于“川沙戏曲艺术展示中心”内，是一

座极具江南民宅风格的仿古建筑，舞台位于二楼，有 60多

平方米，台下是一处长方形院落，可容纳 150多人同时听

戏，坐在台下任何角落，舞台演出一览无余。据介绍，古戏

台是川沙戏曲活动的重要场所，正式开张后，将采用“一月

一名家”的方式，定期对外开展戏曲演出活动，赵志刚、马

莉莉、唐元才受聘为首批川沙古戏台“月之星”。

本报讯（记者 徐玲）7月 19日，浦东新区退役军人事

务工作研讨会在上海中心举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委

党校、上海自贸区陆家嘴管理局、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

浦东分会、陆家嘴街道、上海中心、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

司、第二工业大学、6家银行、3家由退役军人自主创业的企

业等单位负责人出席了研讨会。与会嘉宾就如何汇聚各

方资源，凝聚各方力量，形成符合中央要求、体现上海特

点、具有浦东特色的退役军人工作新局面展开了热烈的讨

论交流。研讨会还倡议成立浦东新区退役军人事务工作

“红色联盟”，围绕浦东改革开放再出发以及争创全国双拥

模范城“五连冠”和上海双拥模范区“六连冠”的目标任务

积极开拓创新，形成尊崇军人、关心军人、成就军人的良好

氛围。

会上，区委党校、安军（上海）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中心

（陆家嘴综合党委）三个“红色课堂”正式揭牌，安军（上海）

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壹佰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一批自主

创业的退役军人企业被授予“退役军人之家”称号。工商

银行浦东分行等 6家银行也为军人推出了专属金融服务，

其中针对就业创业方面，推出更为优惠的特色产品。

本报讯（记者 任姝玮） 7 月

19日下午4点，从机场开来的大巴

车缓缓驶入上海市委党校，浦东第

十批11名援滇干部在圆满完成为期

3年的对口帮扶任务返回上海。

据介绍，早期浦东与文山州

的文山市广南县结对帮扶。2017
年1月，随着上海对口帮扶云南关

系的调整，浦东转为帮扶大理州

洱源、剑川、鹤庆、云龙、弥渡 5
县。2018年1月，根据东西部扶贫

协作的新情况和新要求，浦东的

帮扶范围又增加了大理州的祥

云、宾川、巍山、南涧、漾濞、

永平6县。至此，浦东实现对大理

州11个贫困县的扶贫协作全覆盖。

与之相应的是，浦东新区第

十批援滇干部由 2016 年 6 月的 1
名，经过后期增派共 17 名援滇干

部尽锐出战，分别在大理州的 11
个贫困县挂职。上海援滇干部大

理联络小组也成为上海援滇小组

中人数最多、分布最广、任务最

重的小组。

此次共有11名干部援派期满返

回上海（6名干部还将在当地继续工

作），全部为1970年以后出生的业

务骨干，包括“80后”干部1名。

“全力参与大理脱贫，尽锐出

战敢打必胜”，3 年以来，浦东累

计投入财政帮扶资金 73246.6 万

元，实施帮扶项目 270 个，使

21.51 万人口受益，帮助 14739 人

实现了脱贫。11 名援滇干部则扎

根基层、兢兢业业，为深化两地

交流合作、促进大理州脱贫攻坚

作出了积极贡献，受到了全州广

大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

另悉，昨晚，浦东新区第八

批援藏干部回沪。浦东第八批援

藏干部于2016年6月进藏，共6名

干部共同组成上海市第八批援藏

干部江孜联络小组，6 人全部为

1970 年以后出生，其中“80 后”

干部2名。

2016年6月以来，第八批援藏

干部江孜联络小组始终牢记“传

承援建江孜接力棒，做江孜人创

江孜业谋江孜福”的初心，按照

“1+2+2”的援建思路，以创新思

路提升理念为引领，以援建项目

推进为抓手，全力推进援藏扶贫

工作，盯住精准扶贫的核心任

务，直接用于精准扶贫的资金

7563 万元。确定 2017 年、2018 年

援建项目共 31 个，援建项目惠及

980人。建设红河谷现代农业园区

二期，安排 18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

员稳定就业，133名建档立卡贫困

人员灵活就业，并辐射 13 个乡镇

164座温室的蔬菜、食用菌和藏红

花生产，带动228名建档立卡贫困

人员年人均增收 1500 多元。整合

扶持农牧业特色产业项目 27 个，

带动213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就业

增收。 相关报道刊8版

世界最大集装箱船首次靠泊洋山港

上海力争跻身国际航运中心前三

上海国际海员服务中心洋山开业

浦东第十批援滇第八批援藏干部回沪

本报讯（记者 吴燕）近日，来自

故宫博物院的钟表专家郭福祥研究

员，在上海科技馆为“未来科学+”暑

期科学营的 50名中学生，讲述宫廷钟

表的发展历史、装饰工艺及特点。现

场，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还模仿点翠、

嵌螺钿等工艺，自主设计和装饰个性

钟表。

“未来科学+”暑期科学营活动由

上海科普大讲坛主办，已经成功举办

了三届，今年首次面向全国初中生招

募。

记者了解到，除了与故宫博物院

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博物馆和科普机

构合作，“未来科学+”暑期科学营还

会同巴斯夫、大疆、乐高等企业，为学

员带来化学实验、无人机飞行体验、机

器人编程等课程。此外，今年科学营

期间，还有 5 场科学讲座向公众开放

报名，让更多喜爱科学、但错过科学营

的学生，也能感受科学的神奇。

“未来科学+”暑假营
首次面向全国初中生

祝桥航空文化节启动

“一月一名家”定期对外开展演出

川沙老街古戏台开张

“红色联盟”形成合力
全方位服务退役军人

第三届祝桥航空文化节开幕式日前举行。 □徐网林 摄

川沙古戏台正式开张。 □本报记者 徐玲 摄

“地中海古尔松”轮靠泊洋山深水港。 □姚佳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