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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ANG 临港新片区

▶▶“95后”的杨山巍有“全国技术
能手”“全国青年岗位能手”“上海市
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五四青年奖
章”等一大堆荣誉，但他却深藏“功
与名”，对自己过往的成绩只字不
提，在上汽集团继续打磨“匠心”。

■本报记者 陈烁 实习生 曹亦菁

7月13日，东北小伙儿葛琳通过了国内

人才引进直接落户的公示，即将正式成为一

名“新上海人”。他是临港新片区在承接国

内人才引进直接落户和留学回国人员落户

审批权后，成功通过人才引进直接落户的第

二人。在他之前，同样来自东北的马超光，

已经在新片区成功完成了人才引进直接落

户，从国外留学回来的陶媛，则通过留学回

国人员落户的政策，也在本月初落户。

今年5月1日，临港新片区正式承接了

国内人才引进直接落户和留学回国人员落

户审批权。在市人社局的支持下，临港新

片区管委会前期在功能设置、系统完善、服

务指南制定等环节上不断优化，承接工作

顺利开展，众多符合条件的人才开始进行

相关申报。

从事海洋装备工作24年，已是高级工

程师的马超光2011年来到上海，2017年12
月来到临港的上海亨通海洋装备有限公司

工作。“原先想通过‘居转户’7 年实现落

户，因为工作调动，我2017年来到临港，后

来了解到公司具备高新技术企业资质，我

可以申请人才引进直接落户，便在2019年

年末首次在一网通办系统上提交了申请。”

马超光说。

今年5月，新片区承接了引进人才直接

落户审批权后，马超光所在的单位即刻修改

了注册地址，马超光的落户申请也被重新在

新片区提交。因前期已在一网通办平台通

过了预审、档案核实、教育背景核实等一系

列申报流程，所以他在新片区重新申报后，5
月底就审批通过进入了公示环节。作为新

片区自主审批人才引进直接落户第一人，马

超光说，整个落户进程十分高效，解决了自

己在临港工作生活的后顾之忧。

除本市认证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外，被

认定为重点机构的企业内，符合一定条件

的人才也可以申请直接落户。区别于上海

市其他区的人才引进落户政策，临港新片

区具备人才引进重点机构推荐权。

新片区行政服务中心人才服务大厅负

责人吴翠华介绍，在临港新片区注册企业

具备重点机构资质后，可为本单位具有本

科学士学位、所学专业与所从事岗位相匹

配的、且有两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的员工，

提出人才引进落户申请。

在上海中船三井造船柴油机有限公司

质保部工作的葛琳，就是通过这一政策成

功办理了人才引进直接落户。葛琳2016年

6月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轮机工程系，所学

专业为紧缺型专业，同年8月进入上海中船

三井造船柴油机有限公司工作至今。

满足两年工作条件后，公司便帮他申请

落户。但是，因为航运行业相关的申请，都

要跑到杨浦区去办理，十分不便。同样在新

片区承接了相关事权后，葛琳的相关申请转

到了新片区办理。“方便很多。”葛琳说。

吴翠华也表示：“新片区拥有自主审批

权后，对于区内企业来说更方便了，可以直

接在临港地区的网点提交材料。新片区也

是上海市唯一具有重点机构推荐权的地

区，从吸引优秀人才的角度而言，这里是他

们更快的一个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90 后”葛琳还是单

身，但受益于临港新片区的购房政策，也成

功在临港买了房，扎根在了新片区。“临港

一天比一天繁华，作为一个外地人，很快就

在上海落户、买房，估计只有在这里能这么

快地实现。”葛琳说。

除了马超光和葛琳，还有更多的人即

将落户临港新片区。从美国留学回国的陶

媛，2019年4月份回国后入职寒武纪，从事

芯片设计，在工作半年之后，公司人事便根

据相关政策即帮其申请落户事宜。也是在

办理过程中，临港新片区承接了直接审批

的事权，陶媛的落户办理变得更为便捷，并

在7月初顺利拿到了落户通过批复。

据了解，目前，还有40多名人才在新片

区提交了落户申请，正在办理过程中。“相信

新片区人才政策落地的加快实施，将会让更

多在临港工作的人才享受到红利，也为打造

临港新片区人才高地提供有力的政策保

障。”吴翠华说。

■本报记者 陈烁

阳光俊朗的外形，让人很难把杨山巍

和“工匠”这个词联系起来。但就是这个

“95后”的“后浪”，20岁时就获得了第44届
世界技能大赛车身修理项目的首枚金牌。

进入上汽集团乘用车公司后，他在公司支

持下成立了首席技师工作室，成为上汽集

团最年轻的一名工作室负责人。

为站上世界领奖台全力以赴

2012年，杨山巍报考了上海市杨浦职业

技术学校，就读车身修复专业。学校期间，

他参加了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并在车身修复

项目比赛中获得一等奖，还参加过第43届世

界技能大赛车身修理项目的国内选拔。

从学校毕业后，杨山巍在奔驰4S店开

始了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那年，他正好

18岁。因为在校时参加过大赛，且成绩优

异，所以杨山巍在毕业前就获得了高级工

证书。但对过往的成绩，杨山巍从来没有

主动提过，而是踏踏实实跟着师傅学习，为

后来比赛中的应变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

2016年 6月，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的

各项工作启动了。人社部出台了“上届备

选选手可以直接入选国家集训队参加晋级

赛”的政策。世界技能大赛车身修理项目

中国专家组组长打电话给杨山巍，告知了

他这个消息。

此时，如果要参加比赛，杨山巍就必须

辞掉工作，因为从集训到后面的淘汰赛，要

花一年多的时间。一番审视后，他决定：辞

去工作参加集训，因为“年轻就应该再拼一

次，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随后，他进入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国

家集训队，除了用餐、睡觉，其他时间都在

实训室里进行艰苦训练。“经常训练到晚上

八九点时就很累了，很想休息，但我想，比

人家多练一条、多焊一条，可能比赛时就会

比别人多个零点几分。”杨山巍说。

他认真对待每一天的训练，把每次出

现的问题都记录下来进行总结，第二次再

做时，会特别注意并解决这些问题，一些重

点难点，则进行针对性训练。终于，在最后

晋级赛的考核中，以总成绩领先 8分的优

势，代表中国出征阿布扎比。

2017年10月，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开

幕，杨山巍参加车身修理项目比赛。这届

比赛中，有两个板件对焊缝宽度要求在2-3
毫米这个区间内，分值2分，杨山巍最终拿

到了1分。看似得分值并不高，但在所有22
位参赛选手中，只有他一个人做到了。

在焊接质量检查中，基本功扎实的他

同样做得非常完美。截至常规比赛时间结

束，只有3名选手完成了全部比赛内容，杨

山巍凭借极其精细化的操作，最终以领先

第二名 3分的绝对优势摘取桂冠，站在了

世界的领奖台上，获得该项目中国参赛以

来的首枚金牌。

精益求精把工作做到极致

大赛获奖后，很多企业和学校向杨山

巍抛出了橄榄枝。有学校请他去当老师，

还有地方政府用200万元奖励来引进他这

个人才。但杨山巍觉得，自己还年轻，还需

要更多磨砺，于是，选择了到上汽工作。

2017年11月，他入职上汽集团乘用车

公司，在制造工程部作一名样板技师，在样

板科与团队协作，共同参与临港新车型投

产的尺寸论证工作。

刚参与这份工作的他，一切从零学起，

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向师父虚心请教。经

过学习，很快他就参与到尺寸调试项目中，

并分析解决尺寸所影响的造车问题。

有一次，公司生产一个新车型，样车造

出来后，却发现车顶行李架后方有一个非

常明显的凹坑，而且批量都出现了这一问

题。之后，杨山巍和同事们开始排查分

析。各方排查后，最终推测，可能是因为车

顶天窗后面一块钣金面积较大，缺少支

撑。之后，杨山巍利用自己的技能，在螺栓

孔的位置手工敲制了一个阴阳台，以对这

块钣金起到加强作用。这一装置装上后，

凹坑果然不见了。杨山巍又接连验证敲制

了3台车，凹坑都没有再出现。自此，他们

进行反向推导，对制造模具进行改造，从根

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

2018年9月，为了提升临港工厂的钣金

技能队伍，在公司领导的支持下他成立了杨

山巍技师工作室，开展钣金方面的培训、现

场疑难攻坚、优化创新等工作。杨山巍成为

公司里最年轻的一名技师工作室负责人，向

更多人传授自己精通的汽车钣金技术。

现在，他的工作室有核心成员7名、专

家顾问2名，开设了17门培训课程，通过对

疑难攻坚，每年为工厂节省约 100 万元。

另外，进行工具优化创新3项，并利用网上

分享平台定期在线上分享相关技术知识。

2019年 9月，杨山巍技师工作室被评为上

海首席技师工作室。

工作之余，他还参与了第45届世界技能

大赛车身修理项目中国选手的培训工作，技

能指导加实战经验传授，使中国选手再次不

辱使命，将五星红旗飘扬在世界赛场上。

说起工匠精神，杨山巍说：“工作中每

解决一个问题带来的成就感，会让人们对

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进而热爱自己的工

作。正是有了这份热爱，才会不断精益求

精，把工作做到极致。”

热爱，让他持续打磨“匠心”
——“95后”“后浪”杨山巍的故事

本报讯（记者 陈烁 通讯员 武佳

乐）7月 12日，一列充满临港元素的地

铁 16号线“临港新片区专列”从滴水湖

地铁站缓缓驶出，不同背景颜色以及具

有临港新片区元素的图案，全面展示临

港新片区的形象。

在这列专列的外面，有着“上海临

港”的标识和临港新片区的宣传语。车

厢内，在车门玻璃上、车身上、以及车体

地面上，也围绕着“产城融合、开放创

新、智慧生态、宜业宜居”等方面，分别

进行了场景展示。同时，还介绍了新片

区投资自由、贸易自由、资金自由、运输

自由、人员从业自由等建设目标。这些

临港新片区元素吸引了许多搭乘专列

的市民拍照打卡。

据了解，“临港新片区专列”的推出，

是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为助力优化新片区

营商环境，进一步服务临港市民出行，迎

接新片区揭牌成立一周年而特别设计，

以更好地向市民宣传介绍临港新片区。

这一宣传方式得到了市民的认

可。在临港新片区上班的李先生认为，

地铁 16号线人流量巨大，是展示新片

区风貌的重要窗口。而且，这种方式喜

闻乐见，更容易接受，真正起到了宣传

新片区的作用。

本报讯（记者 陈烁 通讯员 武佳

乐）葱郁的树木、茵茵的绿地、完备的健

体设施、供游人休憩的场所……这是坐

落在临港新片区芦潮港社区的律动园升

级改造后的景象。记者获悉，经过连续

数月的施工，律动园的改造建设工程已

进入收尾阶段。

律动园位于芦潮港社区江山路与潮

和路路口西北角，北侧为里塘河，占地面

积16523平方米。因建成时间较长，公园

部分区域建设标椎低，设施老化，公园景

观效果较差。为重新激发公园的自然魅

力，相关部门对律动园进行了提升改造，

主要包括硬质铺装、景观设施、绿化改

造、夜景灯光等内容，目前已完成 80%以

上的工作量。

“我们希望把律动园改造成为一个全

年龄段使用的活动空间。”建设工程负责

人吴有成介绍，此次项目提升以“春华秋

色，四季分明”为设计主题，在公园不同的

片区营造四季的变化。春天有黄花风铃

木、木棉、宫粉紫荆交相辉映；夏天有凤凰

木绚烂夺目；秋天有芦苇、观赏草等营造

秋景；冬天里，美丽的异木棉、刺桐、宫粉

紫荆也将成为一道独特风景。在植物的

配置上，采用了不同品种的观赏草类勾勒

边界，起到柔化空间的作用，充满野趣。

其次，公园沿主轴线、园路设置特色花廊，

串联各主要空间，形成运动回路。

除了绿化景观，公园也进行了海绵

城市的改造，在沿河道边设计有雨水花

园、透水混凝土、透水铺装、旱溪等设

施。改造升级完成后，海绵城市的总量

控制目标中，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可达

90%，年径流污染控制率可达65%。

另外，改造扩大了原有的中心广场，

同时还在广场周边设置了五个区域。儿

童活动区主要面向年龄小的儿童，增加

了许多游乐设施；舞台表演区是在原有

舞台基础之上进行改造，重新敷设塑木

地板提升舞台品质，同时设立了看台区、

休憩区增加趣味活动空间，而西侧的篮

球场是新增的运动场所，丰富了公园的

活动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工程在增加部分功

能照明的同时，在紫藤花廊、圆形花廊、

律动雕塑和沿河水景等景观上串联了一

条流动的光带，各照明节点相互融合，形

成统一的景观链，给人以流动感。在公

园的重要节点，如儿童活动区，篮球场

等，安装了投光灯、庭院灯等不同种类的

景观灯光，将节点打亮的同时，使这些区

域成为市民夜间散步的好去处。据介

绍，这些灯光还采用智能调控系统，在夜

晚不同的时间段会有不一样的灯光效

果，而且在一些区域内有声光感应设备，

行人走过也会有不同的灯光效果。

1616号线号线““临港新片区专列临港新片区专列””上线上线

春华秋色 四季分明

芦潮港律动园即将崭新归来

户口审批下放临港 两个多月有40多人提交落户申请

两名国内引进人才直接落户新片区

有新片区元素的16号线专列，展示着临港形象。 □武佳乐 摄

律动园即将改造完成，这里将成为周边居民休闲的好去处。 □武佳乐 摄

杨山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