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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洪浣宁）昨日上午，市委常委、区

委书记翁祖亮在新区办公中心会见海虹老人集团副

总裁兼北亚区总裁梅晓东一行。

翁祖亮在会见中介绍了浦东经济社会发展的最

新情况。经过 30年的开发开放，浦东通过体制创新、

接轨国际不断提升外资吸引力和亲和力。截至今年7
月，浦东已累计吸引来自 169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3.56
万个外商投资项目，累计吸引合同外资超过2425亿美

元，累计吸引实到外资1067亿美元。尤其在今年疫情

的影响下，1-7月利用外资仍然实现了逆势增长，实到

外资同比增长 11%。翁祖亮说，许多在浦东发展的外

企都认为，在浦东能找得到好的合作伙伴、招得到自

己想要的人才，还有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政府服务。浦

东将继续以“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态度当好服务企

业的金牌店小二，为各类企业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海虹老人”成立于1915年，总部位于丹麦哥本哈

根，业务涉及工业防护涂料、船舶涂料、集装箱涂料等，

在全球拥有28个生产厂、4个主研发中心及8个区域性

研发中心，2019年集团全球销售额约15.34亿欧元。

副区长杨朝会见时在座。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近日，《自然》杂志在线子

刊Communication Biology发表了公利医院市医学重

点实验室张登海博士课题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从分

子生物学角度解释国家卫生健康委中管局推荐的“清

肺排毒汤”治疗新冠的作用机制。

作为上海市医学领军人才、上海市卫生健康委炎

症与慢病管理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的主任，在新冠病

毒基因序列公布后的第一时间，张登海组织团队成员

通过对病毒编码蛋白三维折叠、分子对接和网络药理

学分析，在国际期刊上率先推荐了26种可能含有抗病

毒成分的中药，其中有13种出现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推

荐的抗新冠中药方剂中。随着疫情防控工作不断推

进，中药方剂抗疫作用得到广泛验证。但如从中医角

度解释中药方剂起作用的基本原理，又很难被外国临

床医学同行所理解。因此，张登海决定组织团队成员

和实验的研究生对在抗疫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中药“清

肺排毒汤”进行现代药理作用分析。

该研究基于中医数据库，利用网络分析技术，探

索了清肺排毒汤方剂中存在的化合物和这些化合物

靶向的蛋白质。通过分析，项目组找到19个主要的抗

炎症化合物，其中 2个可直接抑制病毒复制的化合物

（山柰酚、槲皮素）；且清肺排毒汤中主要化合物的靶

蛋白与新冠主要症状所涉及蛋白高度相关。通过预

测发现，清肺排毒汤作用机制是调节与病毒和其他微

生物感染、炎症/细胞因子反应和肺部疾病相关的途

径。

该研究为使用清肺排毒汤治疗新冠及其主要症

状提供了生化基础，并向世界展示了该药用于抗疫的

合理性。该研究中还率先建立了网络药理学疗效评

价以及建立随机对照网络的新方法，为中药多靶点研

究在方法学上做出贡献，该研究于 8月 18日在Com⁃
munication Biology正式在线发表。

据悉，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公利医院作为主要研究

者或参与者在国际期刊上已发表新冠相关论文11篇。

8月23日下午，“上海张闻天少年邮局”在浦东新
区盐仓小学内正式成立。

与普通邮局不同的是，“少年邮局”里的局长、副
局长、工作人员均由小学生组成。在上海张闻天少年
邮局成立仪式暨纪念张闻天同志诞辰120周年活动
中，一枚枚以张闻天为主题，穿插红色革命历史为题
材的邮票亮相，让集邮爱好者大饱眼福，20枚特殊纪
念邮戳也吸引来不少集邮爱好者盖印收藏。

据悉，“上海张闻天少年邮局”由盐仓小学在校学
生担任工作人员，浦东新区盐仓邮政支局及盐仓小学
各委派一名工作人员与教师担任指导老师协助学生
开展“少年邮局”工作。与普通邮局一致的绿色圆筒
邮箱设立在该校一层大厅内，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受
理收发信件、分发报刊、交流集邮心得、举办邮票展览
等部分邮政业务。就读盐仓小学四年级的陆宝怡是
个小邮迷，她被推选为邮局的首任局长。陆宝怡说，
通过一枚枚小小的邮票，能够让更多的同学了解传统
知识，熟悉更多革命历史故事。自己也会在今后的学
习和少年邮局工作中，更好地为大家服务。

图为“工作人员”在邮局内加盖纪念邮戳。

□本报记者 郑峰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昨日，浦

东新区特种设备〔场（厂）内机动车辆〕

改革试点工作启动，浦东市场监管局

联合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进一

步整合优势资源，在上海自贸区建设

场（厂）内机动车辆备验、定检、登记、上

牌、实训“全流程”服务平台，助推国际

贸易便利化。

昨天上午，上海新发展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在外高桥汽车交易市场特种

设备综合服务站当场申请、当场获颁

了场（厂）内机动车辆登记证书，公司总

监助理朱维仪说：“以前办个证要2个
月左右，来来回回要跑6次，现在只要5
天，大大缩短了时间成本。”

办证实现“一站式”

场（厂）内机动车辆，是指除道路

交通、农用车辆以外仅在工厂厂区、旅

游景区、游乐场所等特定区域使用的专

用机动车辆，例如叉车、非公路用旅游

观光车辆等。随着上海自贸区建设现

代物流产业基地的步伐加快，服务全国

乃至全球供应链的各类仓储、物流、配

送和设备租赁企业大量集聚，场（厂）内

机动车辆等特种设备的进口需求量持

续旺盛，相关设备的进出口贸易表现出

强劲增长潜力。据统计，2019年通过上

海外高桥工程机械进出口交易中心交

易的进口场（厂）内机动车辆就有2000
余台套，成为辐射华东地区的工程机械

进口贸易集聚区。

为进一步发挥自贸试验区改革优

势，助推国际贸易便利化，浦东市场监

管局主动对接企业需求，在市市场监

管局支持下，联合上海外高桥集团有

限公司，探索推出“自贸区场（厂）内机

动车辆交易政务服务改革”试点，进一

步整合优势资源，建设场（厂）内机动车

辆备验、定检、登记、上牌、实训“全流

程”服务平台，推进上海自贸区仓储、物

流、配送和设备租赁产业的提升。

昨日，浦东市场监管局还与上海

市外高桥国际贸易营运中心有限公司

签署《合作备忘录》，共推出行政许可关

口前移、检验需求现场申报、特种设备

即时预检、建设技能培训基地、作业证

书就近申办、鼓励投保责任保险等6项
改革试点举措。外高桥工程机械交易

平台也同步启动。

此次改革的最大亮点就是市场监

管部门将服务窗口搬到了外高桥保税

区“第一线”，针对自贸区特种设备使用

登记业务量大且申请企业（使用单位）

集中的特点，浦东市场监管局再造服

务流程，将行政许可关口前移至“交易

端”，在上海外高桥工程机械进出口交

易中心建立场（厂）内机动车辆备验、定

检、登记、上牌、实训全流程服务平台，

通过设立的外高桥汽车交易市场“特种

设备综合服务站”，为设备买家提供更

为便捷的“家门口”“一站式”登记服务。

浦东市场监管局特种处工作人员

娄凌枫介绍说，按照以往流程，企业购

买场（厂）内机动车辆后，需要先前往

位于张江的特种设备检验所申请检

验，企业依据检验报告再到区企业服

务中心申请办理使用登记，前后时间

在两个月左右。改革后，企业购买车

辆后，可在外高桥汽车交易市场特种

设备综合服务站现场申请检验，工作

人员 1-2天就能派单检验，企业接到

通知后，可在服务站直接领取检验报

告，现场申请注册登记并拿证。从检

验到发证，整个流程缩短至5天，便利

度大幅提升。

“共建”促“共治”保安全

众所周知，特种设备安全是第

一位的。针对叉车物流行业劳动密集

性高、准入门槛较低的情况，此次，浦东

市场监管局还携手外高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共同加强对场（厂）内机动车辆

使用企业的服务和管理，从交易的各

环节强化企业的主体责任意识。

包括在上海外高桥工程机械进出

口交易中心设立“保险综合服务窗口”，

鼓励企业自愿在场（厂）内机动车辆使

用环节购买和使用安全责任险，进一

步提高企业的应急保障能力；在交易

中心设置特种设备检验服务站，常驻

专业化检验队伍，按照安全技术规范

要求，对场（厂）内机动车辆开展首次检

验或定期检验，并根据市场交易情况

和检验申报需求变化及时增派人员，

着力以专业化保障规范化。

浦东市场监管局还主动对接企业

需求，支持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场（厂）内机动车辆“培训基地”，在

家门口为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提供安全

技术理论和实际操作培训，推动提高

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水平；在外高桥

地区提供受理、取证、复审、补证和证书

发放“一条龙”服务，除户籍所在地以

外，企业作业人员还可就近申办特种

设备作业证书。

记者获悉，预期至2025年，上海自

贸区内场（厂）内机动车辆等特种设备

进出口贸易将达到5亿能级。场（厂）

内机动车辆交易政务服务改革试点，

将成为上海自贸区工程机械进口贸易

产业的新动能，助推区域经济更高质量

发展。下一步，浦东市场监管局将与上

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建立常态化工

作联络机制，共同推进6项改革举措落

地见效，还将在试点基础上进行复制推

广，推动改革逐步向“流动式起重机械”

等其他特种设备产业辐射。

浦东新区副区长吴强表示，浦东

将继续加快改革创新探索，以创新提

效能，继续坚持监管服务并举，在守牢

安全底线的同时，助推工程机械产业

集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继续推进

特种设备安全治理体系现代化，进一

步体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的理念。

■本报记者 曹之光

在张江高科技园区，曾有一座张江

艺术公园内的当代艺术馆。近日，随着

“典藏当代：金桥碧云美术馆馆藏作品

展”的开幕，不少观众发现，“金桥馆”的馆

藏是昔日“张江馆”的馆藏。原来，此次

展览集中展示了张江当代艺术馆移交给

金桥碧云美术馆的70余组馆藏作品。这

也反映出两座艺术场馆的历史传承以及

浦东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脉络。

2006年 12月 24日，760平方米的

张江当代艺术馆正式落成开馆，它与

毗邻的张江艺术公园成为当时张江科

技园区标志性的文化地标。这或许是

中国的科学园区内建设的第一座艺术

场馆，理念极具前瞻性。上海美术馆

原学术部主任、馆长助理李旭，成为张

江当代艺术馆的首任馆长。

李旭介绍，张江当代艺术馆并没

有专项的收藏资金，他便与艺术家们

共同推行了以免费举办展览，换取馆

藏捐赠的运作模式。2007年 3月，张

江当代艺术馆举行了首个个展“纹身

月亮——孙良作品展”。孙良是 1993
年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最早一批中国

艺术家中的一员，他捐赠了《流溢》《游

神》《风语》3幅作品，成为张江当代艺

术馆的第一批馆藏。往后的日子里，

丁乙、方力钧、叶永青、周春芽等中国

顶尖当代艺术家，都曾在张江当代艺

术馆举办展览或留下作品，取得了远

超其体量的影响力。过去十几年来，

这些藏品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市场价

值上，更能为研究中国当代艺术发展

现状及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财富。

作为“后浪”的金桥碧云美术馆，

也从张江当代艺术馆处获得了运营经

验。金桥碧云美术馆馆长林薇表示，

自去年4月开馆后，沿用了免费办展换

取馆藏捐赠的模式。此外，该馆地下

还拥有400平方米的库房，具有国家一

级文物的仓储标准，专业修复师将对

破损的藏品进行修补。未来，该馆还

将通过讲座、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围绕

藏品持续举行公共教育活动。据悉，

张江本地也将有当代艺术馆的“继承

者”：张江人工智能岛附近将打造“一

园四馆”，其中之一就是美术馆。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20日。

张江当代艺术馆的“宝贝”都去哪儿了？
金桥碧云美术馆馆藏展再现文化发展脉络

金桥碧云美术馆馆藏作品展吸引了不少观众。 □倪竹馨 摄

浦东特种设备〔场（厂）内机动车辆〕改革试点工作启动

证照办理从两个月到5天

翁祖亮会见
海虹老人集团高管

《自然》在线子刊发表
公利医院抗疫成果

张闻天少年邮局成立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8月 25日

是中国传统的七夕佳节，拥有祈福、

乞巧、笔会等习俗。昨天下午，2020
浦东文化艺术节举行公共文化配送

进开发区（楼宇）专场活动，将七夕主

题活动带入位于陆家嘴的中国石油

上海大厦。白领女性得以不出楼宇，

沉浸式学习体验“文人四雅”。

“人们常说空谷幽兰，是因为兰

花生长在隐蔽幽静的地方，它的香味

不浓烈，而是一阵阵的淡淡幽香

……”活动中，绘扇指导老师林格锋

一边教授白领女性绘扇，一边介绍花

卉与书画背后的文化内涵。在林格

峰指导下，白领女性们手握毛笔，在

扇面上留下浓淡不一的墨痕。一片

片流畅飘逸的兰叶，一朵朵素雅高洁

的兰花，都跃然出现在一面面“轻罗

小扇”上。

参加活动的夏天天平时的工作

是与数据打交道，她说：“画扇面时，

就好像把我从繁杂的数据中解脱出

来了！也觉得自己更加‘文艺’了。”

中国华油集团华东分公司上海

物业项目部总经理郭斌表示，传统文

化看似离年轻人比较遥远，而通过文

化进楼宇的沉浸式活动形式，不仅能

够让年轻人陶冶情操、放松身心，也

能让传统文化的养分真正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并与企业文化、主题教育

等活动构建起桥梁，将工作团队打造

得更具凝聚力。

继中国石油上海大厦的首场活

动后，8月 24日-28日，浦东新区文化

艺术指导中心还将把麦稼文化举办

的艺术节七夕主题活动，配送至新上

海国际大厦、吴昌硕纪念馆、东方金

融广场、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文化进楼宇 七夕体验“文人四雅”

金融城女白领随着老师在轻罗小扇上留下墨痕。 □本报记者 郑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