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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珍莹

随着扩大开放、营商环境的不断

优化，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发展空

间也越来越大。在上海自贸区即将

迎来成立7周年之际，昨日，根植上海

自贸区保税区域 20余年的两家跨国

企业：施乐辉医用产品国际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乐辉）与伟

创力（上海）金属件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伟创力）举行了一场简短的医疗器

械项目签约仪式，也见证了源于上海

自贸区的又一项创新——“医疗器械

注册人”制度在上海自贸区保税区域

开花结果。

“充分用足自贸区政策，完成本

土化升级”，是两家企业共同的心

声。国际高端医疗器械公司——施

乐辉从单纯进出口贸易向“全球首

发、中国生产”升级；传统金属件加工

企业——伟创力则转型向医疗器械

生产加工进军。

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保税

区管理局副局长陈彦峰表示：自贸区

制度创新要真正投入实际运用中，这

次两家企业的合作是一个样本，类似

互相有需求的企业在保税区内还有很

多，我们将努力把匹配的企业对接起

来，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新品上市时间将从
三年缩短至一年半

中华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主任

委员、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运动医

学中心主任陈世益教授一直有个“心

病”：国内运动医学内窥镜手术快速

发展的同时，与海外依然存在不小的

差距，其关键就在于“工具”更新慢。

“每年都有上百种内窥镜产品推出，

设备、植入、手术方式等都在变化，由

于国内进口备案等，我们拿到新产品

要比国外慢三到五年。”他说。

对于进口内窥镜生产销售方来

说，这同样也是一件“忧心”的事。

1999年 12月成立于上海自贸区保税

区域的施乐辉主要承担中国市场的

贸易业务。近年来，施乐辉大中华区

董事总经理安明德发现，中国地区销

售额节节攀升，但面对庞大的市场需

求，施乐辉在华“上新”速度却很慢，

“新产品进入中国时间要比其他国家

慢三到五年。”安明德说，“只有本土

化，才能打破这一现状。”

按照以往经验，本土化只有两个

方案：收购本土公司或从零开始自建

厂房，但这两项都需要投入巨大的成

本。得知施乐辉这一需求的保税区

管理局，给出了第三个方案：利用自

贸区的“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通过

合作结盟的方式，由同样是区域内企

业的伟创力代加工。

“对我们来说，这一方案大大压

缩了成本，2024年预计向中国市场推

出 100个创新性的产品。”安明德说，

“而新品上市时间也将从以往的三年

缩短至一年半。”

得知这一消息的陈世益教授很开

心，他说，对病人来说，将最快用上最

先进的设备；国产化后费用有望降低，

中国微创手术水准也将进一步提升。

新商机促业务量成
倍增长

此次签约，伟创力和施乐辉率先

达成了医疗器械“超高清内窥镜摄像

系统”项目在注册人制度下的委托生

产合作。

在伟创力新改造的工厂里，员工

正在有条不紊地测试各种医疗器械零

部件，而在一年多前，这里还是生产电

子元器件的厂房。“从传统通信设备生

产走向高端医疗器械后，不仅提升了

产线技术，也提高了我们在保税区的

整个产能。”伟创力大中华区政府事务

高级副总裁来栋文说，“预计医疗器械

类将占到工厂产值的三分之一。”

于 1996年在保税区域成立的伟

创力，最初主要为集团企业和终端客

户提供金属产品冲压、锻造、整机装

配和测试集成等制造服务，近年来面

对中国市场的升级变化，伟创力也计

划转向医疗设备领域。

保税区管理局在为企业做精准

服务的时候，了解到伟创力有转型升

级的需求，于是联合多个部门为企业

牵线搭桥，最终伟创力以精益的生产

控制等，赢得了该项目。

据介绍，施乐辉委托加工的“超

高清内窥镜摄像系统”产品样机目前

已下线，正经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审核批准，预计最快今年年底可批量

生产投入市场。

“这一新商机将让业务量成倍增

长，可能是几千万元甚至几亿元。”来

栋文说，“伴随着自贸区制度完善和

发展，我们是受益者。”

今年以来，尽管面临着新冠疫情

的冲击，受益于制度创新、功能创新和

服务创新的示范带动效应，上海自贸

区保税区域的主要经济指标不降反

增：1-8月份，保税区域完成进出口总

额 6922亿元，同比增长 1.7%，占上海

全市的比重提高到31.6%。1-8月份，

保税区域内的企业完成经营总收入

14040亿元，近3个月增幅接近10%。

高端医疗产品实现“全球首发、中国生产”

“我们是自贸区制度完善和发展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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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为媒
唱响浦东援建友谊赞歌

■本报记者 王延

“这周流动红旗又被我们得到了，大

家要继续做好清洁和宣传工作，守住胜利

成果，下周让红旗继续在我们楼里飘扬！”

在花木街道的蓝天居民区里，志愿者们对

“好榜样流动红旗”格外上心。

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 30周年，也是

浦东创建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区的关键年、

考核年。从 2005年作为全市首家成功创

评全国文明城区以来，浦东已经四次获此

殊荣。

如今，从黄浦江畔到东海之滨，在浦

东的各个社区，居民群众们都在积极参与

创城的各项工作，让自己的家园更文明美

丽。

创城之严为人民

对于不少有些年头的老旧小区来说，

像楼道堆物这样的管理难题比较普遍，也

是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浦东的创城工

作从开始，就树立了创城为民的目标，聚

焦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

小区随处停放的“僵尸自行车”是困

扰社区管理的一大难题，也是社区严格执

行挂图销号过程中的难点。最近，在沪东

新村街道的汇佳苑，居民区党总支创新思

维，联合公益基金会开展废旧自行车兑换

生活用品活动。前来置换的居民表示，以

前自行车扔了可惜，放着又占地方，现在

社区开展置换活动，既清理了楼道空间，

又让大家得到实惠，值得点赞。塘桥街道

则把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分成小组，“突袭”

各个居民区，针对楼道堆物与墙面污损进

行专项检查。

为了做好创建迎检各项工作，街镇

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不断地“走街串

巷”，深入社区、学校、集贸市场、商场等

各个点位当“啄木鸟”，检查结果在每周

发布的“红黄绿榜”上体现，督促各个社

区补齐短板。

区创建办还制定了《第六届全国文

明城区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全面开展

“环境文明、文明交通、文明居住、氛围提

升、设施提升、门责制”等创建全国文明

城区“六大专项行动”，同时积极联合各

单位、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企业等单位

持续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十大践行

行动”，全区各行各业纷纷行动起来，为

创城助力。

创城之细惠人民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目的，是让百姓

享福、人民受益。一些细微处的改变，看

似小，但见效大。

日前，浦东新区创建办在浦东城运中

心发布全市首个用于文明创建的智能体

系：一网统管-城市大脑-智慧文明智能

化应用体系。该体系设计了文明交通、生

活垃圾处理、工地不文明施工、噪音扰民

等 50多个专项智能化场景应用，以实现

城市设施、市政管理、环境卫生等六大领

域的智慧化管理。

当天上午 8：30，浦东城运中心“城

市大脑-智慧文明指挥中心”大屏上显

示出一张图片和一段文字：杨高中路上

的易初莲花超市的消防通道门打不

开。原来，文明巡查员在这家超市附近

巡查时发现问题，即刻通过“智慧创城”

小程序图文上报。8：32，超市物业人员

接到点位长通知到达现场打开消防通

道。巡查员再次通过小程序上传照片，

对问题进行消项。从发现问题到处置

解决，整个过程在大屏上清晰显示，耗

时短短两分钟。

这一体系，让浦东在全市各区中率先

实现借助智能化、全员化信息技术手段，

紧紧围绕文明创建工作要素特点，解决创

建工作的短板难点，以精细化治理助力浦

东创建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区。

创城之实靠人民

在浦东创城攻坚战中，社区里掀起

的一股清洁环境比拼赶超的热潮，不仅

让居民收获荣誉，也让小区环境更加清

洁。

合庆镇最近举办了一场“小手牵大

手、文明志愿我先行”活动，共有 14组家

庭共同参与其中。孩子们按照年龄分成

了宣传组和清洁组，前者前往街边商铺发

放各类宣传材料，后者则负责“扫街”，捡

拾地上的烟头等垃圾，通过身体力行的实

践，传递文明社会的理念。

在黄浦江畔，8号望江驿成为了由区

妇联、潍坊新村街道共同打造的以家庭为

主题的文明实践点，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组织开展了亲子教育、公勺公筷文明

倡导等多项公益活动。截至目前，参与志

愿服务的志愿者达 300余人，包括社区志

愿者、大学生志愿者、机关单位志愿者、企

业白领志愿者等。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三十而立的浦东，正在努力将这个理念根

植于心、践之于行，塑造新时代的浦东文

明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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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也是浦东创建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区的关键年、考核年。如

今，在浦东大地上，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攻坚战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不管是大街小巷还是小区单

位，文明之花随处可见。这几天，浦江东岸的高楼也纷纷亮灯打出“文明浦东，因你精彩”“同创

全国文明城区”等口号，为浦东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加油助威。 □本报记者 刘思弘 摄影报道

文明浦东
因你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