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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江3企业入选电子信息企业百强榜
目前已集聚307家集成电路上下游企业

云计算服务安全评估办法出台

火情通报

浦东消防 FEATURE三林消防大队探索“三员”消防工作新模式

“联络员”“辅导员”“信息员”助力消防安全
■本报记者 张敏

今年以来，三林消防大队在辖区五镇

一街道行政区划内，初探“三员”工作模

式，即设立属地政府行业部门“联络员”，

为部分重点单位配备“辅导员”，街镇向大

队基层单位派驻“信息员”，努力营造良好

消防氛围，改善营商环境。

大队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原则，

探索在街镇设立部门消防工作联络员，立

足条线建立工作群，推进形成反应迅速、

信息互通、隐患共治的消防工作模式。大

队加大对联络员各项消防工作制度的培

训，使各行业系统发挥好主管部门和消防

的桥梁纽带、参谋助手作用。

据悉，三林消防大队2018年市级督办

隐患集中区域联丰村顾家宅和 2019年重

点隐患集中区域西林村金家宅合计6万余

平方米区域，近500余户违建、占用消防通

道、违规群租等重大消防安全隐患，正是通

过“五违”整治办、居村等联络员牵头，协调

大队会同公安、市场监督、城管综合执法等

部门采取隐患共治的模式整治消除的。

此外，大队通过向部门联络员反馈

在日常检查中发现具有普遍性、倾向性

的问题隐患，及时预警，通过主管部门，

推进各行业单位主动落实消防责任，自

觉地将消防安全工作渗透进日常的生产

经营活动中去。

大队工作人员在具体监督执法过程

中发现，许多单位法治意识不断提高，但

执法中还是会发现很多问题。通过实地

调研和组织座谈，单位道出了“病症”，原

来知晓消防法规知识的只是少数人，单位

体量大，消防安全靠少数人、个别部门独

木难支。

大队瞄准症结，分别在东方医院南院、

周浦万达、中钞油墨等若干个在行业中具

有代表性的单位设立重点单位辅导员，着

力提升每个点上消防安全管理能力。大队

不仅辅导单位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如何制

定，消防工作记录怎么写；更告诉消防部门

重点查什么，怎么查，并通过案例指导消防

负责人、管理人如何将消防工作融合到单

位运行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中去。

在街镇未派驻信息员以前，属地工作

主要靠大队的联系人员，但是由于相关人

员还承担着其他大量工作任务，这就造成

街镇消防工作和大队在互联互通上有时会

发生脱节。三林消防大队落编以来，针对

上述问题，提出街镇消防工作信息员派驻

机制。由各街镇向大队派驻一名信息员，

与大队对接街镇的联系人形成组合。信息

员在完成大队和街镇基础信息汇总过程

中，能发现切入点，助力属地政府和大队互

相借力、互相弥补，找到有机结合点。

6 月份，浦东消防支队各中队共接

出警 1423 起（实警 1191 起），出动车辆

1928辆次，出动警力15165人次，营救遇

险人员 103 人，疏散被困人员 52 人，抢

救财产价值 173万元；其中火警出动 97
次（实警 55 起），出动车辆 230 辆次，出

动警力 1583人次；抢险救援出动 511次

（实警 418起），出动车辆 522辆次，出动

警力 4486人次；社会救助接警出动 331
次（实警 329起），出动车辆 334辆次，出

动警力2724人次；其他虚假警接警出动

484 次，出动车辆 842 辆次，出动警力

6372人次。

本报讯（记者 张敏）7月15日，陆家

嘴消防大队党委召开全员岗位练兵暨强

化队伍管理推进会。

会议组织学习了上海市消防总队、浦

东消防支队全员岗位练兵考核验收相关

文件，听取了中队当前岗位练兵和队伍管

理分析汇报，共同分析研判了当前岗位练

兵和队伍管理教育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并

制定整改措施。

就做好下一步全员岗位练兵和队伍

管理工作，会议要求工作思路要清晰、工

作目标要明确、工作重点要突出、工作措

施要有力、工作成效要明显。

会议还要求，要结合陆家嘴区域高层

建筑多、大型保卫活动多等特点，针对性

做好灭火救援等执勤战备训练工作。此

外，大队党委还对进一步强化队伍管理提

出要求。

近日，芦一消防中队推进夏季大练兵操法训练，以进一步提高中队指战员灭火
救援综合能力。中队严格落实相关安全措施，科学计划，循序渐进，不超强度训练；
同时针对参训人员不同的身体素质、技能和理论基础，制定出详细的日练、周考的训
练内容和指标，重点抓好楼层火灾内攻、枪炮协同灭火、15米金属拉梯等科目训练。
中队突出重点，强化提高，全面提升训练成效，不断掀起夏季大练兵热潮。

图为指战员训练中。 □本报记者 张敏 文 浦东消防支队 供图

本报讯（记者 张敏）近日，外高桥

消防中队紧盯当前队伍灭火救援、执勤

备战中的关键环节，树立“练为战”的指

导思想，不断提高政府专职队伍灭火救

援实战能力。

中队结合当前工作，将“两个经常性”

工作贯穿于队伍日常管理教育当中，确保

队伍建设和火灾形势双稳定。同时，中队

深化辖区情况“六熟悉”训练，对辖区重点

单位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演练，对所

有车辆、装备进行维护保养，保证油、水、

电、气、灭火药剂充足，确保执勤车辆器材

时刻处于战备状态。

中队还认真分析研判当前火灾特

点，进一步夯实灭火救援基础，确保一旦

发生灾害事故，能够快速、高效、稳妥处

置。结合自身实际，中队及时开展安全

教育及安全检查，认真分析、查找队伍内

部存在的安全隐患，确保队伍安全无事

故、无违法、无违纪、无案件的发生。

芦一消防中队夏季大练兵

外高桥消防中队
提升专职队伍能力

陆家嘴消防大队推进岗位练兵

浦东消防支队举行心肺复苏培训
本报讯（记者 张敏）日前，浦东消防

支队邀请上海红十字会专家团队上门为

支队指战员开展心肺复苏示范培训，机

关、大中队指战员代表约 90余人参加现

场集中培训。

培训包含理论授课、讲解示范和操作

实践三个环节。在理论授课中，授课老师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心肺复苏对于

拯救人员生命的重要意义，详细讲述了心

肺复苏术的实施步骤，并对如何掌握心肺

复苏技术的操作难点及注意事项逐一进

行了分析。示范过程，老师通过模拟人的

同步演示，示教了规范、统一的操作步骤，

并一一解答了现场指战员的提问。

操作实践环节，每名指战员进行了模

拟训练，从评估环境、判断人员状态到按

压次数、频率及手法等全过程进行了体验

学习，老师也在现场进行指导并纠正发现

的问题。

支队希望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规范

心肺复苏技能训练标准，推动后勤岗位练

兵全员参训热情和实战实训水平。

■本报记者 杨珍莹

经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审定，中国电子

信息行业联合会日前发布了 2019电子信

息百强企业名单。其中，张江有 3家企业

上榜，分别为中芯国际、华勤通讯和华虹

集团。统计显示，本届百强企业收入合计

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9%；企业规模水

平、利润增速、创新能力均显著增强。

据了解，今年入选的百强企业以企业

规模、效益及研发创新三个方面为主要

依据，同时参考企业发展战略、社会责任

等进行综合评审。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

合会秘书长周子学介绍说，“电子信息百

强企业是行业骨干，是行业转型升级、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引领，更反映整体行业

未来趋势。”

此次入选的 3家张江企业，正是张江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优秀代表。中芯国

际是国内最大也是最先进的晶圆代工厂，

去年实现营收 33.6 亿美元，同比增加

8.3%，创历史新高。目前公司已经完成了

28纳米HKC+以及14纳米FinFET技术的

研发，并开始相关客户导入的工作，预计

今年实现生产。公司还成功开发出了国

内第一套14纳米级光罩，具备了国内最先

进的光罩生产能力。

去年，华虹集团旗下华力二期（华虹六

厂）12英寸生产线顺利建成投片，开始 28
纳米芯片产品制造。这条坐落于浦东康桥

的12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是“十三五”期

间上海市重大产业项目之一，未来几年，该

生产线将从目前月产能 1万片爬坡到 4万

片，制造工艺也将达到14纳米，产品将覆盖

移动通信、物联网、智能家居、云计算以及

人工智能等各领域应用，从而进一步满足

国内市场对中高端芯片产品的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在研发和创新方面，

本届百强企业研发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投入

比例不断增长。统计显示，本届百强企业研

发投入合计达2552亿元，同比增长16.3%；

百强企业研发人员达到48万人，同比增加3
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超过20%。

专注于多品类智能通讯终端研发设计

的华勤通讯就是代表企业之一。截至今年

6月，华勤拥有员工 17100余人，其中职员

4300余人（研发人员占 75%），知识产权申

请3965份，知识产权累计授权2449份。中

芯国际去年在研发上的投入超过 6 亿美

元，占营收比例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据了解，张江的集成电路产业逐渐向

上下游延伸，形成设计、制造、封测、设备

的完整产业链，相关企业307家，其中芯片

制造企业 3家、芯片设计企业 108家，其余

分布在材料装备、封装测试等各领域。张

江已成为上海集成电路产业链最完备，综

合技术水平最先进，自主创新能力最强的

地方。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以张江

为核心的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总产值达到

1450亿元，占全国总比五分之一。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日前，张江

企业亚盛医药宣布，公司在研新药获得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可进行

临床试验，将用于治疗慢性髓性白血病

患者。记者了解到，该新药是亚盛医药

在研原创 1类新药，为口服第三代酪氨

酸激酶抑制剂。

亚盛医药是一家立足中国、面向全

球的处于临床阶段的原创新药研发企

业，在张江设有中国研发中心，致力于

在肿瘤、乙肝及与衰老相关的疾病等治

疗领域开发创新药物。该公司现有8个

1 类新药已进入到中国、美国及澳大利

亚的 I/II期临床开发阶段。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日前，国家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布

《云计算服务安全评估办法》。《评估办

法》提出，云计算服务安全评估重点评估

内容包括云平台技术、产品和服务供应

链安全情况等。

《评估办法》提出，云计算服务安全

评估重点评估内容为：云平台管理运营

者（以下称“云服务商”）的征信、经营状

况等基本情况；云服务商人员背景及稳

定性，特别是能够访问客户数据、能够

收集相关元数据的人员；云平台技术、

产品和服务供应链安全情况；云服务商

安全管理能力及云平台安全防护情况；

客户迁移数据的可行性和便捷性；云服

务商的业务连续性；其他可服务安全的

因素。

《评估办法》自 9 月 1 日起施行，云

服务商可以提交云计算服务安全评估

申请。云计算服务安全评估结果有效

期为 3年。

亚盛医药白血病治疗新药在美获批临床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近日，汇付

天下与虹桥发展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双

方拟通过汇付天下智汇管家综合支付

解决方案，打通虹桥发展集团万亿商业

市场的全链路，构建起支付、金融、营

销、管理为一体的数字化闭环生态。

据介绍，汇付天下与虹桥发展集团

将以“智能加油站”开启布局之路。传

统加油站以现金支付等线下方式为主、

交易时间长、效率很低，且往往对潜在

风险不能实现智能预警。汇付天下通

过智汇管家综合支付解决方案，联合虹

桥发展集团为加油站接入智能收银与

管理设备，为来往的车主提供聚合支

付、会员营销等智能化服务。

资料显示，汇付天下2018年支付交

易量突破 1.8 万亿元，服务客户遍及数

千家行业客户及数百万小微商户。

汇付天下加速构建智慧商业生态

中芯国际等3家张江企业入选2019电子信息百强企业榜单。 □IC Photo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