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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人气”与“精气神”
□潘永军

LINGANG

■本报记者 须双双

滴水湖畔，朗朗书声，汇聚成一首别样

的乐曲。

9月开学季，临港新片区迎来了两万

余名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学新生。除了“新

人”，还新增了“新校园”——明珠临港小学

（夏栎校区）、建平临港小学（茉莉校区）、冰

厂田临港幼儿园夏栎部、潮和幼儿园北园

部和馨苑幼儿园。

优质教育资源集聚，是这座海边城市

的又一张宜居王牌。

上海海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海建

桥学院、临港实验中学、明珠临港小学、民

办沪港学校、方竹幼儿园、冰厂田滴水湖幼

儿园茉莉校区等大、中、小学和幼儿园纷

纷“落子”临港。在天蓝地绿的海边，越来

越多的“学区房”成为人们爱上临港的理

由。

基础教育更加扎实

新学年伊始，浦东新区明珠临港小学，

在夏栎路有了一个新校区。

除了崭新的桌椅板凳、明亮的教室，人

工智能、创客工坊、3D打印、机器人等创新

实验室，以及多个功能教室一应俱全。295
艘“学海小舟”将在这里扬帆启航。

而位于茉莉路上的老校区，则在新学

年迎来一位新邻居——建平临港小学（茉

莉校区），新学年开设一年级6个班，有170
名学生。

新学校将借助建平教育集团资源优

势，在课程资源、师资培养、学生活动、品牌

打造等方面加强与各校联动，并将与临港

高校、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等合作，借助区

域优质高校和社会资源共同开发“儿童大

学”拓展型课程。

包括新开的两所小学、三所幼儿园

在内，截至目前，南汇新城镇镇域内共有

上海中学东校、明珠临港小学、建平临港

小学、冰厂田幼儿园等 14 所中小幼学

校。

教育，从娃娃抓起。2008年，海音幼

儿园成立，成为南汇新城镇的第一所幼儿

园，第一年，只有18个孩子入学。到如今，

临港的幼教版图已经越拓越大，并凸显出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转变。

上海海事大学电气自动化系的教授、

博导王天真在临港安居已有 10年。作为

一名教育工作者，在她选择临港的理由之

中，就有一条是“孩子能读好学校。”而她的

女儿，现在就在临港上小学。

“基础教育”资源的高配置吸引了更

多人来到临港。据统计，优质的教育资

源助力新城人口以年均 30%的速度递

增。

辖区资源打通共享

刚刚过去的暑假，临港的孩子们很

忙。小到 4岁的娃娃，大到十几岁的初中

生，有的来到上海建桥学院，在老师的指导

下搭积木学习幼儿建构课程、观摩科学实

验；有的学习 Scratch3.0编程、用木工机床

制作玩具；有的走进上海海事大学智能车

实验室，在大学教授的指导下组装智能车、

学习编程控制赛程、参加全国青少年智能

汽车竞赛；有的到上海电力大学，参与设计

智能小车跟随、循迹、迷宫穿越……

这所“临港大学堂”，打破了区域内的

高校、企业、机构的围墙，让临港的孩子更

便捷地接触科创资源，更具科技创新的“基

因”和特长。

南汇新城镇是临港新片区城市综合功

能服务区，依托丰富的教育资源，在推进终

身教育体系建设、创新区域教育治理现代

化方面作了更多创新探索和实践。

2015年11月起，南汇新城镇统筹辖区

大中小幼和社区学校打破学校围墙，组建

教育发展联盟，各校结合教育资源，围绕课

程开发、创新创客、海洋文化、爱心助教等

方面签订项目化结对协议，创新开发校本

课程，形成儿童大学、少年创客、芳香校园、

海洋文化大讲堂等16个校际合作项目。

2018 年初，教育发展联盟升级至 2.0
版本，在原本的基础上，统筹和打通临港在

人文、产业、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创新资源，

以资源共享共建为主要形式，面向临港青

少年学生，建立了临港大学堂这个开放性、

共享性平台，策划实施了“四大类十三项行

动”，通过开办夏令营、开放科创教育基地、

举办爱心课堂、公益讲堂、创新竞赛、科创

教育论坛等多种方式，挖掘孩子们的科技

创新潜能，培养更多具有临港心、世界观、

创造力的人才，让他们成为新片区发展的

建设者和接班人。

教育成为引才王牌

南汇新城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临港

大学堂”不仅有利于临港学生便捷地接触

科创资源，有利于学校发展跨学科体系的

科创教育，有利于探索区域教育治理现代

化的临港模式，更有利于缓解优质教育刚

性需求和弹性供给的矛盾，回应群众对优

质教育的期盼，服务人才、留住人才，使他

们在临港安居乐业。

在前不久举行的南汇新城镇庆祝第

35个教师节座谈会上，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专职副主任、南汇新城镇党委书记吴晓华

感慨：临港如果没有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就

没有临港今天的发展成果。

吴晓华分享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

一次调研期间，他发现冰厂田幼儿园登记

入园的队伍排得很长，便上前询问，发现排

队的家长都是高学历人才，现场随机攀谈

的几位家长中，既有商飞的研发人员、也有

高校教师和产业区的科研人员与管理骨

干。吴晓华说，他身边同事的孩子也大都

在临港读书。

人才层次越高，对孩子的教育要求也

越高。为什么这些人才选择让孩子在临港

读书？因为主城区学校的教育水平已经达

到了他们心目中的要求。吴晓华认为，教

育事业的发展在临港的人口集聚、城市配

套、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9月 16日，特

斯拉超级工厂项目（一期）最主要的建筑

单体——联合厂房 1通过竣工综合验收，

取得综合验收合格证。

从8月19日完成动力站房验收，取得

首张综合验收合格证，到9月16日完成联

合厂房 1的综合验收，取得综合验收合格

证，只有短短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临港新

片区管委会建管服中心的“店小二”们克

服种种困难，创新综合验收审批模式，以

“上海服务”跑出了临港新片区加速度。

新片区管委会高效推进

特斯拉超级工厂项目（一期）联合厂

房1总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包括冲

压、白车身、涂装、总装四大工艺车间，是

超级工厂最主要的一个功能车间。该厂

房竣工综合验收的顺利完成，标志着特斯

拉超级工厂朝着投产的目标迈出了重要

一步。

自8月完成特斯拉超级工厂动力站房

竣工验收后，联合厂房1的综合验收，成为

摆在临港新片区建管服中心负责综合验

收的“店小二”们面前的一个更大难题。

彼时，厂房还处于施工收尾阶段，各

类设施正在安装调试当中，各专项检测、

规划测量还没有启动。

管委会建设环保办主任朱建忠了解

情况后，带领建管服中心负责验收的工作

人员，深入项目现场，和特斯拉超级工厂

的工程师们，反复论证，一起制定“作战

图”，列出详细工作推进时间节点和工作

步骤，确保了验收工作有序推进。

取得各方鼎力支持

面对该单体竣工综合验收体量大、事

项多、时间紧的特点，“店小二”们在总结前

期验收经验的基础上，按照“作战图”，创新

工作方法，取得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

合，为顺利验收提供了有力支撑。

建管服中心、城建档案、消防、气象、绿

化、卫生、规划、交通等相关专业条线验收

人员联合，采用“721”工作模式，即一周 7
天无休办公，项目实地推进会和协调答疑

会合二为一，各条线专人结对辅导，协助和

指导建设单位边建设、边检测、边准备竣工

资料。消防和气象部门工作人员根据项目

进度，牺牲节假日进行现场检测；市城建档

案采用容缺受理、事后补正的方式，加快了

档案的审批速度，为验收提速。

压缩时间创新验收流程

据悉，建管服中心为形成可复制可推

广的临港新片区工程竣工综合验收模式，

对验收程序再优化，实现平台“四统一”，

即统一申报、统一受理、统一提供现场察

看服务、统一出证。

按照成熟一项完成一项的目标，建管

服中心提前服务，指导建设单位进行各种

检测和测量，同时整理各类归档资料。

在确保不违反法律法规、不违反强制

性规定、不存在安全隐患的前提下，根据

《上海市建筑工程综合竣工验收管理办

法》的要求，采用容缺受理和附条件通过

等方式，加快审批速度。

最近，媒体记者去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采访，约人比较难。有时候不得不在食堂

里与采访对象边吃边聊。为什么？忙。

其实早在 8 月 29 日临港新片区挂牌

前，忙碌便成为了常态。从领导到机关工

作人员，个个像上足了发条的机器，日夜

转动，没有了休息的概念。

忙忙碌碌，换来的是临港速度。

我们看到，特斯拉超级工厂取得综合

验收合格证，仅仅用了3个自然日；我们看

到，第一块出让的工业用地，竞得企业5天

之内便拿齐了建设用地规划证、用地批准

书、工程规划书和施工许可证，而在今后，

“五天四证”将成为常态。

我们还看到，揭牌不到一个月，总投

资超过百亿的项目，便在这里集中签约或

启动；多家银行举行新片区分行的揭牌仪

式或银企签约仪式……

自贸新片区的东风，吹“热”了这片土

地。临港人，延续着“聚人气”的考量，更

面对着“精气神”的考验。

5 年前的 2014 年，国庆长假，被人诟

病“空城”的临港决定启动“聚人气”工程，

卖点是空气、大海和滴水湖，以及“美食

节”。

但当50万人涌入这座海边新城的时

候，临港人一度“慌了神”。市民在美食节

现场排队两小时吃不到一串烤肉；地铁16

号线罗山路站黑压压一片，有人发帖称

“挤得手机都掏不出来”。而在滴水湖边

游玩的市民，也遭遇了如厕难、吃饭难的

尴尬。

5年过去，这座海边新城换了模样，好

学校来了，商务楼造起来了，海洋公园开放

了，吃喝玩乐都有了好去处。渐渐地，人们

来临港并不是单纯为了玩，常住人口年均

增长30%，一大批创新创业人才在海边定

居。

新片区挂牌，临港依然需要“聚人

气”，但当筹码除却“美食和临港蓝”，更有

国家战略之下的“自由之境”时，“聚人气”

的内涵和外延，无疑发生了质的变化。

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了身上沉甸甸的

责任。

9 月 12 日，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大

会。会议强调三个度：跑出加速度、体现

显示度、迈向新高度，要求全体党员干部

把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新片区高质

量创新发展的优势，勇当“闯将”中的“战

将”。

放开手脚，更大胆地闯、更大胆地试、

更自主地改。在国家战略背景下，临港人

需要这样的精气神，一如当初的滩涂造

城，激情澎湃，功成有我。

“若干年后，当你回首这段时光，你会

为曾经参与这项伟大的事业而感到自

豪”。这是新片区管委会一次干部会议上

的领导讲话。如今，临港人常常以这句话

激励自己，忙，但动力十足。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9月 16日，

上海臻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大分子生物

药与细胞培养基GMP商业生产项目签

约落户临港奉贤园区。该项目用地约

45.8亩，预计2021年8月建成投产。

临港奉贤公司董事长邹林昆表示，

臻格生物项目的落户将进一步促进园区

生物医药创新产业链的完善，对园区生

物医药产业的集聚产生重要的影响。

依托临港新片区在生物医药等重点

产业上的发展导向，及在专业人才、财税

金融、国际贸易、规划土地、住房保障、基

础设施等全方位上的支持保障，临港奉

贤园区以生物医药产业为先导，正着力

推进国际医疗服务集聚区的建设。邹林

昆表示，临港奉贤园区已被纳入上海市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行动方案，建设了

高品质国际社区临港蓝湾，为生物医药

产业的发展和创新人才的集聚创造了良

好的基础。

臻格生物成立于 2017年，是新兴的

大分子生物药 CDMO 技术服务提供

商，涵盖细胞株开发、生物药生产工艺

开发、工程放大、工艺表征和验证等

CMC 技术服务，通过从临床前研究到

商业化生产的一体化 CDMO 服务和

国产化定制细胞培养基产品，助推国内

传统药企向生物药企的转型，加速国内

外药企的大分子生物药物的研发和产

业化进程。

臻格生物CEO陈建新说，随着国内

生物医药环境的成熟，医药企业呈现出

将自身研发与生产（CDMO）业务专业

化委托运行的大趋势，CDMO业务具有

广阔的发展潜力。目前，臻格生物在

CDMO业务上，尤其在培养基领域，已

与国内外近50家知名药企达成合作，进

入行业先列。

“我家孩子能在这里上一所好学校”
——爱上临港的理由·教育篇

临港新片区创新综合验收审批模式
特斯拉超级工厂项目（一期）联合厂房取得综合验收合格证

临港奉贤园区生物
医药产业再添新军
臻格生物产业化项目签约落户

临港新片区已集聚了一大批优质教育资源。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