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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戈·塞门萨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主办方 供图

新晋诺奖得主塞门萨畅想人类未来

不确定性正是做科研激动人心的地方

本报讯（记者 黄静）昨日下午，

浦东新区第七批（2018年）共有产权

保障住房（经济适用住房）摇号排序

现场会在斜土路 2567号一楼融媒体

中心举行。

此次摇号由浦东新区住宅发展和

保障中心主持经办，直播由东方网承

办，整个过程在东方公证处公证人员公

证下公开进行，并特邀了部分申请家庭

代表以及第三方代表到现场进行监督。

自 2018年 1月起，浦东新区开展

第七批（2018年）共有产权保障住房

（经济适用住房）申请受理工作以来，通

过“两级审核和两次公示”后，共有

2441户申请家庭符合申请条件，这些

申请家庭申请人代表姓名已于10月10
日在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

会网站进行了登录公告。此外，根据

《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申请、供应

实施细则》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上一批

有786户家庭未参加当期选房，将重新

进行摇号排序。因此，浦东新区共计有

3227 户申请家庭入围本次摇号。

根据《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

房申请、供应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

的规定，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在组织

选房排序时，烈士遗属或见义勇为

人员应当排列在其他申请人之前。

根据审核，有 6户申请家庭符合优先

供应对象条件，列为优先组。

现场会上，优先组和普通组分别

进行摇号排序。普通组 3221户申请

家庭通过计算机程序公开号排序，

建立轮候名册（普通组），每个申请

户取得一个普通组轮候序号。

摇号排序结果由浦东新区住宅

发展和保障中心以书面形式告知申

请户，并及时在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管理委员会网站、浦东新区政府网

站和各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住房保障受理窗口予以公布。

11月11日-13日，区住保中心将

组织各街镇发放房源清册，11 月 14
日-18日组织申请家庭看房、公积金

贷款咨询，11月21日-28日开展选房

工作。浦东新区第七批共有产权房

源共安排3717套，分别位于惠南民乐

大居、奉贤南桥和航头。

浦东第七批（2018年）共有产权保障住房摇号排序

3227户申请家庭入围摇号 本报讯（记者 徐玲）昨日，2019年浦东新区社会救助

工作联席会议召开，会议要求，浦东要在解决问题中推进

发展，创新社会救助体制机制，扎实做好社会救助工作，不

断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副区长徐惠丽表示，要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

识，保持清醒头脑，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不断增强

救助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倾情倾力做好兜底保障

工作，让每个困难群众都能得到社会的关爱和温暖，确保

一个都不掉队。

徐惠丽强调，要守牢民生底线，不碰纪律红线，持续推

动低保专项治理工作。各部门各街镇要充分利用浦东社

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平台，做好新区各项社会救助工作。

目前，新区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已由18个扩充至33个，联席

会议平台机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确保社会救助工作健康

发展。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叶真于）10月 27日 18：00，沪产石油

钻井平台“能源显现者”挂上了利比

里亚旗，在绿华山锚地经半潜作业被

装载在“海洋石油 278”号半潜船上，

踏上了远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迦

港的航程。

“能源显现者”在临港重装备产

业园区制造调试，并在临港报关、临

港出口，本次出口标志着在自贸区临

港新片区一条完整的重型海洋工程

装备出口交付流程的建立。这也是

今年临港重装备产业园区出口的第

二台大型海洋工程装备。

为帮助这一重型装备顺利出

境，洋山边检站窗口前移 35海里，民

警两次换乘船艇跨省跨海，远赴沪

上唯一具备半潜作业条件的对外开

放锚地——绿华山锚地，对这艘“大

块头”实施了出境查验。

造价高昂的海洋工程平台曾因油

价低迷，一度陷入无人问津的尴尬境

地，一时间，全国各地闲置的海洋工程

平台数量众多。为避免进一步损失，

中国专门成立“北京国海海工资产管

理公司”，建立海工处置平台，帮助各

大海工企业寻找处置渠道。在“国家

队”统筹处置的前提下，沪上海工装备

企业也加强与中船集团、山东海洋集

团等海工运营平台的合作，积极为海

工装备寻找出口。

自临港重装产业园区首座石油

钻井平台“亚洲奋进者 1号”交付国

外用户后不久，“临港制造”的魅力开

始显现，中东的石油巨头——阿布扎

比国家石油公司相中这一型号的海

上钻井平台。中东波斯湾地区降水

稀少，日照强烈，是世界上最热海域

之一，常年海水盐度和水温较高，对

于海上作业平台的综合性能要求较

高。由于“能源显现者”可满足国际

广泛海域的钻井工况，在这一特殊的

海域显现出了独特的竞争力，引起中

东石油巨头的兴趣。

为帮助打响“临港制造”品牌，洋

山边检站为该类型特种船舶出境开辟

特别通道，在绿华山锚地为海工平台

和作业人员一次性办结平台换旗和半

潜船及其随轮人员的出境手续，为28
名船员办理了出境手续，为12名船员

办理了离船入境手续，为企业节约成

本近50万元。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10月25日，新片区管委会与市

电力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签署《关于共同促进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

略合作协议》，就新片区能源建设明确合作内容及双方职

责，搭建合作机制。

根据合作协议，新片区管委会与市电力公司将在电力

及能源规划、电网建设、供电服务、综合能源利用、泛在电力

物联网建设和应用、人才交流等领域开展广泛深入合作，推

进新片区能源建设，促进新片区经济社会和能源行业“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协同高质量发展，合力为新片区

贡献“一流能源供给服务水平”“一流能源互联网建设水平”

“一流产城用能水平”，将新片区建设打造成为“开放创新、智

慧生态、产城融合、宜业宜居”的现代化国际新城。

市电力公司将和新片区管委会及相关开发主体一起，

结合上海市能源发展规划和新片区发展需求，按照最高标

准，开展电力专项规划及综合能源规划的编制工作，为新

片区未来发展画好电力和能源的“蓝图”。

市政府副秘书长、区委副书记、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常

务副主任朱芝松介绍，新片区管委会将与市电力公司一起

认真落实合作协议内容，在推进完善 220千伏及以上主网

架、持续建设 10千伏高压配电网络建设等方面协同共进，

努力提高标准，打造“钻石型”配电网，共同探索智慧能源

互联网建设，提升临港新片区能源综合利用效率，为新片

区的能源供应保驾护航，助力新片区社会经济稳步发展。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发展策划部副主任张征介绍，新

片区入驻企业今后可享受到金牌“能源管家”服务，由市电

力公司组建专业化服务团队，设立服务支撑机构，通过设

置专业咨询窗口、现场办公、定期上门等形式为新片区管

委会、电力客户提供供电方案窗口征询等供电服务，指导

新片区内客户用电报装，为供电方案优化、客户办理申请

用电提供便利，满足新片区内客户个性化用电需求。

在土地招拍挂和项目规划设计方案阶段，新片区管委

会征询市电力公司意见，合法合规落实开关站站址、土建

及通道。市电力公司综合考虑项目技术、经济指标和新片

区内客户需求，提供安全可靠、经济合理的以电为主的“1+
N”综合能源方案。对于大容量客户供电工程，双方提前沟

通，就接入工程、供电能力等形成共识；提供“一项目一方

案”的个性化供电服务，确保新片区内重大、重点项目的有

序、有效推进。

当天，临港新片区综合能源工作站揭牌仪式同期举

行。市电力公司、临港集团、国网上海综合能源公司、临港

弘博成为首批入驻单位。

新片区管委会将依托综合能源工作站，建设新片区综

合能源体系，构建电力、燃气、清洁能源、供水等资源的综

合利用，打破不同能源品种间的行业壁垒和技术难题，增

强跨领域、跨行业间的协调互济能力，实现清洁能源高效

利用，保障大型项目用电用能安全可靠。

“临港制造”获中东石油巨头青睐
洋山边检助临港海工装备走出国门

新片区管委会与市电力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临港新片区构建
综合能源体系

新区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召开

浦东倾情倾力做好
兜底保障工作

本报讯（记者 洪浣宁）根据区委“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要求和区政

府党组主题教育实施方案的安排，市政府

副秘书长、区委副书记、区长杭迎伟昨天下

午为区城市建设管理系统党员干部上专题

党课。杭迎伟指出，在迈向开放、创新、高

品质的卓越浦东的进程中，在走出一条超

大型城市治理新路的征程上，大家身上肩

负着神圣使命和重大责任。当前，浦东进

入了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的历史时期，要

接好“接力棒”，把浦东的城市篇章书写得

更加美丽、更有魅力，让浦东人民过得更加

幸福、更加美好。

杭迎伟在讲党课时，围绕学深悟透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守初

心，担使命，奋进卓越的城市建设管理新征

程”为题，和同志们交流学习体会。他指出，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浦东开发开放以来，始终肩负着中央

重托、国家使命，浦东人的开发初心和使命

与党的初心和使命是血脉相连的。

杭迎伟指出，要不忘初心，进一步坚定

承担国家战略使命的信心和决心。城市建

设过程中，浦东坚守的初心，就是当好全国

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开发浦东、振兴上海、

服务全国、面向世界”，浦东始终坚持在大

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具体在城市建设

管理系统，也形成了始终坚守的价值和理

念，成为浦东开发开放的宝贵财富。正是

一批又一批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为浦东发展

奉献智慧、汗水和辛劳，才使得我们这座城

市变得更加美好，市民生活更加便捷。

杭迎伟指出，要牢记使命，进一步担负

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的时代重任。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

当。浦东开发开放的接力棒交到大家手

中，我们要奋勇承担起改革开放再出发的

历史重任，为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注入新

的生机和活力，这就是我们这代建设者的

新使命。

杭迎伟指出，要积极进取，打造一支坚

强有力、奋发有为的一流城市建设管理队

伍。今天的成绩来之不易，是一代代浦东人

无私奉献、接续奋斗的结果。当前，浦东进

入了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的历史时期，要对

标更高标准，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感受度；

勇于担当作为，不断增强攻坚克难的本领；

永葆政治本色，坚决守住廉洁自律的关口。

市委第一巡回指导组同志，区委常委、

副区长姚凯，区府办、区城建系统各单位、

上海自贸区相关管理局、各街道主要负责

同志等参加。

杭迎伟为城建系统党员干部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党课

把浦东城市篇章书写得更美丽更有魅力

■本报记者 陈烁

今天开幕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论

坛中，有4位科学家是2019年新晋的

诺贝尔奖得主。其中，新晋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格雷戈·塞门萨在

参加论坛前曾飞经上海，并接受了世

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专访，世界顶尖

科学家论坛主办方披露了专访内容。

据悉，这是塞门萨第三次造访中

国。能在滴水湖畔见到这么多世界

“最强大脑”，塞门萨直言“是一件非

常梦幻的事”。他既关注与自己研究

有关的生物医药领域，也对天文学和

黑洞等“知之甚少”的领域颇有兴趣。

“我是半夜接到诺贝尔奖评审委

员会打来电话的，当时睡得正香呢！

所以错过了第一通。直到铃声第二遍

响起，我才迷迷糊糊接起了电话。”回

忆起得知自己获奖那天的场景，塞门

萨说，“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我很震惊。”

塞门萨和不少中国学者有过合

作，其中一些回国后组建了自己的实

验室，也有了自己的学生。“实验室就

像一个国际大家庭，我们经常沟通交

流，大伙儿为了共同梦想一起努力。”

塞门萨说，自己想告诉年轻一代，做科

研是一段美妙的旅程，经常会有创造

性的发现，所以他鼓励年轻科学家追

寻内心的想法和兴趣，去寻找答案。

畅想人类未来，塞门萨说，今后

科学家们会在预防性药物上多下功

夫，“上医治未病”是大家的目标。“当

然这需要很多配合工作，包括阻止人

们吸烟、减少空气污染，健康饮食、积

极锻炼等。”“癌症将来能被治愈吗？”

对于这一问题，塞门萨表示，这是科

学家们努力的方向，但需要因“癌”而

异——有些癌症人类已能很好应对，

也有一些还是未解难题。“我们希望

每一名癌症患者能得到个性化的有

效治疗，而这是极大的挑战。”关于

“人类未来会不会越来越长寿”，他给

出了肯定回答。

“不确定性，正是做科研激动人

心的地方，我们永远不知道，某一项

研究会带我们去向何方。有时候从

这里开始，会在未知的那里得出某个

结论。”塞门萨说，“所以，我们才会不

知疲倦地追寻科学的脚步，一直保持

着好奇和专注。”

提及“科研成果转化”，塞门萨直

言“非常重要”。他今年获得诺贝尔

奖，正是因为对“低氧诱导因子”的创

新发现，对冠状动脉疾病和肿瘤生长

等低氧健康疾病的研究具有深远意

义。塞门萨坦言，科研过程中经常要

面临一种令人沮丧的情景——在实验

室里对一些疾病已获得突破性进展，

但到了临床阶段却遭遇失败。“正因为

如此，我们科研工作者才应该更有耐

心，在癌症治疗等领域加倍努力，让自

己的研究成果能真正造福更多病人。”

沪产石油钻井平台“能源显现者”出境“服役”，将赴波斯湾采油。 □王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