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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烁）6 月 12
日，临港新片区商办资源推介会上，

普华永道在现场发布了《临港新片

区营商环境发展报告》。“根据报告

显示，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体

系下，临港新片区的营商环境已经

接近全球前沿水平，领先澳大利

亚、日本等经济体，排在英国后。”

普华永道咨询（深圳）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政府事务主管合伙人秦

洁说。

该份由普华永道发布的报告，

是以临港新片区为独立样本开展营

商环境综合评价，旨在明确临港新

片区营商环境在全球范围内的总体

水平，为进一步打造国际营商环境

高地提供参考。报告采用“18+N”

指标体系，包括世界银行营商环境

10个一级指标、国家营商环境 8个

一级指标、临港6个特色一级指标。

根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10个一

级指标，基于现阶段评估情况，临港

新片区总体得分83.2分。按照世界

银行《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临港

新片区营商环境相当于位列世界第

9名，低于新西兰（86.8分）、新加坡

（86.2分）、丹麦（85.3分）、美国（84.0
分）、英国（83.5 分）等，超越挪威

（82.6 分）、瑞典（82.0 分）、立陶宛

（81.6分）等。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一级指标聚

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实现国际可比

性，指标包括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

可、获得电力、登记财产、获得信贷、

保护中小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

执行合同、办理破产。在 10项指标

中，临港新片区办理施工许可证表

现最为优异，获得满分100分。评估

显示，在临港新片区办理施工许可

手续4个，耗时20.5天。开办企业和

获得电力表现同样抢眼，分别获得

99.6分和93.8分的高分。

得益于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成

立后的特殊政策，临港新片区跨境

贸易得分 88.7 分，低于香港的 95.1
分和新加坡的 89.6分，高于新西兰

的 84.6分。与此同时，纳税和办理

破产得分较低，分别为 69.6 分和

69.5 分。纳税高于印度的 67.6 分，

但远低于新加坡和香港的91.6分和

99.7分。

国家营商环境指标体系重点衡

量的是地区投资吸引力和城市高质

量发展水平，这其中临港新片区综

合表现良好，8 项指标中的市场监

管和政务服务表现最为突出。市

场监管主要得益于全面落实浦东

新区“六个双”监管机制，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而在政府服务方面，随

着业务线上办、流程再优化的深入

推进，目前已实现“最多跑一次”覆

盖率 100%，政务服务实现全面便捷

化。

特色指标体系中，信息便利和

投资自由的综合表现评分相对较

强，运输自由和人才自由领域有待

提升，而在资金自由和贸易自由方

面，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副主任吴杰

表示，临港新片区正以建设具有最

强国际竞争力的自由贸易区为核

心，努力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

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使自

贸试验区成为深入融入经济全球化

的重要载体。

据介绍，新片区到2025年，第三

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将超过 20%，

集中优势资源打造现代服务业集聚

区、专业服务业集聚区和国际化现

代化城市生活服务业集聚区，打响

“中国临港”系列细分服务品牌的

高端服务业集聚区。今年 5 月，临

港新片区相继发布了文化、商业、

旅游和体育一系列重大利好政

策。未来，临港新片区将全面推动

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提升，加快商业

服务业在商业能级、服务功能、运

行效率、业态结构、空间布局等领

域的发展。

报告发布的当天，普华永道、戴

德梁行、德勤等专业咨询机构正式

签约入驻临港新片区。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乘坐电梯来到上海科技馆的地下

一层，这里被上海科技馆自然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云飞称为

“最神秘的地方”：3000多平方米库房，摆放着十数万种珍贵馆

藏标本，有昆虫、鸟类、鱼类等。最神秘之地的“大门”，十余年

来首次对公众开启，是为了致敬一群最可爱的“逆行者”。

6月12日晚，在首个“上海夜生活节”期间，一场博物馆奇妙

夜在上海科技馆上演。活动邀请了疫情期间逆行武汉、留沪奋

战的一线医务工作者及其家庭成员参加，让家长和孩子们在玩

中学、学中玩，加深亲子感情。开幕式上，面对新冠病毒，抗疫

与科普两不误的医学专家吴凡、张文宏现场获颁“荣誉馆员”证

书。

当晚的科技之夜，上海科技馆为医务工作者和孩子们精心

准备了4条精品亲子体验线路。其中最让孩子们兴奋的就是参

观位于上海科技馆地下一层的精品馆藏。据上海科技馆方面

介绍，这也是十余年来首次开放。“这里有非常珍贵的馆藏标

本，比如100多年前在徐家汇地区生活的鸟类，通过它们可以更

了解当时的生态。”张云飞表示。

在这个奇妙又温馨的夜晚，“黑科技”智能机器狗小A吸引

了不少嘉宾驻足观看；身临其境的VR互动展项，立体书DIY、

万花筒制作等精彩抢眼的探究课程也都出现在科技互动乐园

……上海市第五批援鄂医疗队员余情自 4月回沪以来，这是第

一次与丈夫、女儿外出。她说，经历过战疫的紧张与艰难之后，

现在倒垃圾、洗碗都感觉很幸福。

当晚，自疫情以来关闭数月的巨幕、球幕影院也首次开

放。在上海大力发展夜间经济的背景下，上海科技馆希望通过

“博物馆奇妙夜”营造夜生活节氛围，让更多人走进博物馆，了

解自然与科技，提升科学文化素养。

本报讯（记者 张敏）6月 12日，“一盔一带”交通安全进千

企系列宣讲实践活动启动。这是继快递外卖、公交、劳动密集

型企业之后，浦东公安“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的又一次拓展

延伸。浦东交警支队、金桥治安派出所，会同浦东新区文明办、

金桥镇人民政府，在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中启动该项活

动。

目前，金桥开发区内共有企业 5300余家，共计在职员工约

13万人，其中近一半使用电动自行车上下班通勤。针对这一庞

大的交通出行群体，属地政府管理部门开启政警企三方联动的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模式。金桥镇牵头协调联系开发区内各企

业、大型写字楼物业，对各企业员工逐步推进电动车安全头盔

发放佩戴工作；浦东交警提供权威交通课程指导；交警还和金

桥治安派出所民警组成交通安全宣讲团，定期送课送宣传资料

上门，对开发区内所有企业进行交通安全课程全覆盖。

活动首日，新金桥路民航大厦内百余名企业员工获赠头

盔，并听了“一盔一带”交通安全宣讲。之后，系列宣讲将逐步

在开发区5300余家企业内推进。

浦东公安分局金桥治安派出所所长刘燕华介绍：“此次政

警企三方联动推进‘一盔一带’交通安全宣传，也是派出所在原

有社区宣传基础上所作出的新补充和首次尝试。希望能够以

此总结和积累有益经验，为派出所进一步落实完善交通属地化

管理提供借鉴与帮助。”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 6月 12
日，全市首个基层“调裁审”三庭合

一的劳动争议解决平台——“张江

巡回法庭、科创仲裁庭、张江仲裁

庭”在张江镇党群服务中心揭牌，张

江科学城的劳动争议可以就地就近

解决。

“张江事张江结”

自张江科学城建设之始，大批

重点项目在科学城启动建设，大量

科创型企业、技术型人才蜂拥而至，

随之也出现了不少劳动纠纷。2017
年-2019 年，张江各级调解组织和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共处理劳动

争议案件 6822件。仅 2019年度，进

入仲裁程序处理的、张江辖区的

1300件案件中，科创型、初创型企业

占比高达58%。

张江镇副镇长汪仕敏介绍，张

江镇已通过镇劳动争议调解办公

室、“江心听语”劳动争议调解工作

室、居村（企业）调解组织的多元化

调解格局的构建，将大量劳动争议

案件通过调解方式予以化解。近三

年，张江镇调解办公室共办结案件

2347件，占张江区域劳动争议案件

总量的 34%。“张江下一步将通过张

江巡回法庭、科创仲裁庭、张江仲裁

庭三庭合一纠纷处置新模式，就近

就地化解劳动争议，让科学城内的

企业和劳动者真切感受到‘家门口’

劳动保障服务的便利，实现‘张江

事、张江调，张江事、张江办，张江

事、张江结’。”张江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王庆说。

“调裁审”三位一体

张江巡回法庭、科创仲裁庭、张

江仲裁庭由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浦

东新区人社局、张江镇人民政府等

共同建设，坚持“国内领先、对标一

流”标准，通过打造调解、仲裁、审判

“三位一体”的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平

台，加强劳动争议案件在调解仲裁

阶段的调处，加大裁审衔接力度，共

同推动张江科学城和谐劳动关系的

建设。

浦东新区人社局副局长陈大可

介绍，“下一步，我们将加大与浦东

法院巡回法庭的衔接力度，在信息

共享、卷宗调阅、案件通报、裁审标

准、欠薪垫付等方面进一步加强衔

接，实现仲裁庭与人民法庭的无缝

对接，持续推动张江科学城营造规

范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将合理选派

资深的劳动争议法官，并着重选取

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件，通过示范

庭审、组织旁听等方式，加强法治宣

传。

有科技感的智慧庭审

和普通的仲裁庭、法庭不同，张

江的科创庭内科技感满满，集纠纷

调解、争议仲裁、巡回开庭、公开展

示、现场观摩于一体。

当天首场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开

庭。科创庭内配有一面“单面镜”，

它的另一边是一个观摩室，可容纳

30余人在现场观摩。同时，相关人

员还可以通过远程接入系统实时观

看网络直播，实现了庭审流程和庭

审信息双公开。

此外，庭内还配备专业的庭审、

监控、观摩等现代化设施设备。庭

审开始前，书记员可通过AI智能技

术录入庭审基本信息；庭审过程中，

可通过语音识别功能实现笔录的同

步记录，在减少书记员录入工作的

同时提高笔录的准确度；庭审中，当

事人可通过屏幕及时核对、确认笔

录信息，减少等待时间。

不仅硬件创新，庭审的模式也

很新颖。在提供传统调解仲裁服务

的同时，该庭可通过已有案件数据

集成，进行大数据分析，收集影响劳

资关系矛盾的关键数据和风险隐

患，提前做好排摸、监测和预警工

作，跨前一步为张江科学城的企业

和群众提供精准服务，从源头减少

劳动争议产生。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近日，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发布2019年上海

市检验检测认证行业统计数据，本

市共有检验检测机构 1045家，实现

营业收入 248.74亿元，行业规模领

先全国，浦东、静安等区入驻机构超

全市一半。

统计显示，2019年上海共有检

测机构 1045家，全年出具检测报告

3036.5万份，增长 47.83%，实现产值

248.74亿元，增长 15.32%；共有认证

机构 132 家，全年发放认证证书

27.85 万份，增长 28.80%，实现产值

42.66 亿元，增长 3.54%。行业规模

领先全国，其中检测行业年产值全

国第二，户均产值 2380.29万元，排

名全国第一；认证行业机构数量、产

值和发证数、获证组织数均列全国

第二。

上海检验检测认证行业集约集

聚趋势明显，年产值1亿元以上检测

机构数量占比不到5%，但完成了全市

55%的检测行业产值。年产值1亿元

以上认证机构，数量占比不到7.5%，

完成了全市 69.88%的认证行业产

值。其中，浦东检验检测、认证机构

数量均为全市最多，2019年检验检测

机构达196家，认证机构达35家。

上海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市场化

发展动力逐步增强，检测机构数量

中 事 业 类 比 重 进 一 步 下 降 到

15.22%，企业类比重增加了 1.5个百

分点；民营机构大幅增长了14.68%，

首次超过机构总量的半数；外资机

构数量虽仅占6.60%，但产值占比高

达22.26%，品牌、技术优势明显。

本报讯（记者 陈烁）6月1日起上海进入汛期，机场也面临

着恶劣天气带来的考验。为此上海两大机场近日对防汛指挥

平台智慧升级，开展大型客机真实演练等，确保机场在汛期安

全运行。

据预测，今年汛期上海降水总量略多，台风和对流性天气

强度偏强，高温日数略多。为加强应对，上海两大机场防汛指

挥平台的“大脑”完成了升级。据介绍，机场区域内重点防汛部

位的雨量计、电子水尺、河道水位计等新的信息化专用传感器

已加装到位，雨水泵站信息系统、河道监控系统以及出海泵闸

信息系统，以及在疫情期间搭建的防汛远程视频会议系统，进

一步提升了机场防汛监测、预报水平，提升了应急反应能力。

在防汛物资和设备设施保障方面，机场已及时补充和更换

废旧物资，完成水泵等设施的维保作业。为检验机场防汛实战

能力，浦东机场还拉来了一架空客A330大型客机，通过演练检

验台风期机坪航空器固定能力。

据介绍，如遇到汛期台风、强对流天气导致的航班大面积

延误，上海机场将及时增加现场设施和人员，增设延误旅客

临时休息区，并保障相关服务设施始终正常运行，特别是旅

客集中区域将增强通风。旅客也可通过媒体和机场官方信

息发布平台，及时了解机场运行情况、旅客提醒事项、服务保

障措施等。

普华永道发布营商环境发展报告 临港新片区位列世界第9

新片区营商环境接近世界前沿水平

全市首个基层“调裁审”三庭合一劳动争议解决平台张江揭牌

纠纷处置有了新模式：“张江事张江结”

上海检验检测认证行业规模领先全国
浦东机构数量全市最多

科技馆“最神秘之地”十余年来首次开放

致敬逆行者 共度奇妙夜

政警企三方联动
“一盔一带”宣传进千企

上海两大机场
全力应对汛期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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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江科创仲裁庭通过观摩室和网络直播，实现了庭审流程、信息双公开。 □本报记者 郑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