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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家嘴物业公司3142名员工全力做好进博会物业服务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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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烁）今天上午 9点，2019世界顶尖科学

家论坛将在临港新片区拉开帷幕，接下来3天半的时间内，将

有 65位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出席论坛，其中包括 44位获得

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和 21位分别获得图灵奖、沃尔夫奖、拉斯

克奖、菲尔兹奖等的杰出科学家。

2019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由上海市政府主办、世界顶尖

科学家协会发起，主题围绕“科技，为了人类共同命运”。除了

65位世界顶尖科学家出席外，论坛还聚集上百位中外院士科

学家、青年科学家，以及全球知名科技企业家、金融家共同参

与，探究全球科技发展趋势，为上海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提出真知灼见，并助力临港新片区建设。

论坛聚焦科学家这一核心主体，立足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要求与战略任务需要，将先后举行世界顶尖科学家青年论坛、

世界顶尖科学家“国际大科学计划”战略对话、世界顶尖科学

家“莫比乌斯∞论坛”。另外，论坛联合专业学会、高校、研究院

所、创新企业、科技资本等各类机构组织，围绕人工智能与5G、

集成电路、基因与精准医疗、创新药研发与转化医学、癌症与

肿瘤、医学影像技术、脑科学与认知、碳氢键与有机化学、新能

源与可持续发展、科技金融等主题召开高峰会。

今年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参与规模更大、群体更多

元，参与科学家数量达到了去年首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

三倍，并将更多地聚焦一些具体的领域。在出席今年论坛的

顶尖科学家中，有 4位还是 2019年的新晋诺贝尔奖得主，他

们分别是：威廉·凯林，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格雷戈·塞门萨，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米歇

尔·马约尔，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迪迪埃·奎洛兹，

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昨天，包括威廉·凯林、格雷戈·塞门萨，以及两位2019年
沃尔夫化学奖获得者——斯蒂芬·布赫瓦尔德、约翰·哈特维

希，还有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在内的众多科学

家已抵达上海，部分科学家接受了媒体访问。

■本报记者 任姝玮

10月 23日凌晨零点整，国家会

展中心（上海）外，排队等候的重型

集卡，载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展品，缓

缓入场。从这一刻起，陆家嘴物业

公司正式吹响进博会“保卫战”的号

角，3142名工作人员将全力做好进

博会物业服务保障工作。

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从 10月 23日到 11月 4日，是馆

内搭建作业期，上海陆家嘴物业管理

公司国家会展管理中心总经理张云飞

最紧张的便是消防安全。“如何才能

防火于未然？我们将保安员、保洁员

都武装了起来。”张云飞为一线工作人

员配备了新“武器”。

10月 23日，保安何军岗在自己

负责的区域内巡视，正在布置中的

场馆内，堆积的木板、泡沫板都是易

燃品。他的着装款式与去年相同，

不同的是腰上新增了一条特别的宽

“腰带”。“腰带”内装着灭火毯、测温

器、手电、灭火器，俗称消防四件

套。可以帮助他在第一时间发现火

情，及时扑灭。

陈娟是圆厅的保洁员，圆厅位于

展馆核心区，整个场地铺着厚厚的羊

毛地毯，一侧陈列着各国送给中国的

国礼，另一侧正在搭建的讲台已初具

雏形。10月 23日午间，搭建工人外

出午餐，陈娟与其他保洁员迅速入

场，清理场地。陈娟提着藤篮，蹲在

地上，取出清洁剂、湿巾，清理着地毯

上一块污渍。打开的藤篮中，有一个

红色的小型灭火器。

“我们从2月份就开始针对性培

训，这里全是羊毛地毯，一点火星就

能点燃一片。9月 13日，我们将 600
只手持式灭火器配备至一线保安队

员手中，以及保洁清洁推车上。另

外，国家会展中心微型消防站 12名

24小时待命的企业消防员，也第一

时间配合出击。”张云飞介绍。

除了灭火设施，今年展馆内还

安装了空气质量检测设备，全馆一

共设立15个监测点，每隔5分钟仪器

就会自动更新数据并上传平台，一

旦检测结果不符合标准，平台会自

动发送短信通知监督员，通过加强

通风换气、空调机房送风、控制人流

等方式以达到相关卫生标准。

垃圾分类从无到有

今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实施，给第二届进博会物

业保障带来新挑战。

首届进博会时，物业只需要负责

保洁场馆内的卫生，垃圾清运由其他

公司负责。7月 1日，陆家嘴物业正

式接手场馆垃圾分类工作，但是准备

工作从今年初便已启动。（下转4版）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 黄静）记者获悉，由上海城投公

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 S3 公路（周邓公路～

G1503-两港大道立交）新建工程，昨日开工建设，上海自贸

区临港新片区将迎来一条直通中心城区的快速通道。

S3公路是上海市东南部结构性射线骨干道路，也是市域

东南片区的出省快速通道，还是中心城区通往浦东新区、临

港新片区、奉贤区以及杭州湾北岸经济带的连接通道。S3公
路分近、远期建设，本次开工建设的 S3 公路（周邓公路～

G1503-两港大道立交）新建工程即属近期建设部分，工程北

起周邓公路，顺接已建成通车的 S3公路先期实施段，向南途

经浦东新区周浦镇、航头镇、新场镇及奉贤区金汇镇、奉城

镇，南至G1503-两港大道立交，与在建的两港大道快速化工

程相衔接，工程范围线路全长约26.6公里。

工程于 S32申嘉湖高速北侧设置主线收费站 1座，沿线

设置S3-S32、S3-G1503-两港大道2座枢纽型互通式立交以

及周邓公路、下盐公路、沪南公路、大叶公路、金大公路、团青

公路共 6座一般互通式立交。全线主线按高速公路标准设

计，建设规模为双向 6车道，设计速度为 100公里/小时；其

中，浦东新区周邓公路～沪南公路段长约10.1公里范围采用

“主线高架+地面主干路”的形式敷设，按双向6快2慢的建设

规模同步实施地面主干路。

S3公路的建设将有利于支撑临港新片区的高质量发展，

对加快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完善市域高速公路网，贯通沿

江沿海大通道，促进港城一体化，缓解疏港压力，进一步完善

上海市对外公路交通、加快长三角一体化联动发展均具有重

要意义。

■本报记者 张敏

在上海自贸区，有一个特别的

“党员之家”——上海自贸试验区保

税区党建服务中心党员政治生活

馆。9月以来，党员政治生活馆已经

接待了54批、1900余人次参观学习。

党员政治生活馆以“开放性、全覆

盖、一体化、有活力”为工作理念，围

绕“怎样使党员想过、能过、高质量过

组织生活”的问题导向，通过内容展

示、情景活动、聆听微演讲等环节营

造了一个“全情景式的党员政治生活

微社区”。

在党员政治生活馆，“5S”功能服

务平台使每个厅都具有各自的教育

主题。党誓厅：誓词教育；党史厅：党

史教育；党示厅：纪律教育；党视厅：

素质教育；党事厅：主体性教育厅。

走进党员政治生活馆，首先映入

眼帘的就是党誓厅。这里是老党员

重温入党誓词和新党员进行入党宣

誓的地方。左右两边上方分别展示

着入党誓词的变迁和党章历史演变，

既加深党员对誓词的理解和把握，又

增添了党誓厅的历史厚重感。紧接

着，进入的是党事厅，这里是党员民

主议事和党员志愿者之家。

在党史厅里，陈列了党史上的重

大历史事件回顾内容。同时这里也

是小微企业党组织开展组织生活会

的地方，陈列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工

作条例（试行）》内容，让大家学以致

用。上海自贸区保税区第十六联合

党支部的陆霞对这部分内容印象深

刻，她说：“学习党史，了解革命先驱

的思想发展历程、个人的经历、不怕

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有助于我们更加

理解和感悟新中国成立的不易，激发

热爱祖国热爱党的感情。”

二楼的党示厅是纪律教育区，放

置在桌面上的移动展板是《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图解，可以让党员

5分钟读懂条例内容。党示厅的一

面墙是正面榜样人物，另一面墙为警

示人物展示图板。伟创力（上海）金

属件有限公司党支部的刘希乾参观

学习后认为，伟大梦想不是等来、喊

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作为

新时代的劳动者，更要努力做好本职

工作，提高技能、勇于创新、不断拼

搏，提升自己的技术知识和技能水

平。

党视厅则提供党建远程教育服

务。为了丰富党员的体验，党视厅还

准备了“红色电影大家看”“红色歌曲

大家唱”等内容，该厅还为党员提供

心理咨询。

上海阿特蒙医院有限公司党支

部党员与“向阳红”科考船第二党支

部党员都参观了该馆，主题教育期

间，两个支部开展共建学习交流，科

考船员们谈起的工作经历让阿特蒙

医院的同志们敬佩不已。因为经常

要进行长时间的海上航行和作业，科

考船员除了要克服航海过程中产生

的生理不适，更重要的是要克服恶劣

气候完成科考任务。“我从科考船员

的工作中看到了普通党员身上的责

任与担当。”阿特蒙医院的一名年轻

医护人员说，要认真磨练自己的意志

品质，学习科考船员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精神，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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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保税区党员政治生活馆每个厅都有教育主题。 □本报记者 张敏 摄

身着消防4件套的保安员，必须能够熟练使用消防设备。 □顾佳伟 摄

垃圾督导员对保洁员进行培训。 □顾佳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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