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bianjibu1515@sina.com 责任编辑/张匀初 美编/卫华韵 2022.2.16 3

LINGANG 临港新片区

昨天，临港“先租后售”公共租赁住房四期全面复工。 □本报记者 郑峰 摄

（上接 1版）上海海洋大学的水产学

科和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中药学、中医学在

完成首轮“双一流”学科创建后，将在继续

开展第二轮创建。

中国是水产品消费大国，2019 年水

产养殖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二，

水产品人均占有量 46公斤，为世界人均

数值的两倍。位于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

区的上海海洋大学，是一所以水产为显

著特色、具有 108年办学历史的多科应用

研究型大学，其水产学科连续两次入围

“双一流”学科建设。目前该校从事水产

学科教学、科研的教师有 280余名，水产

学科师资整体进入国际一流水平，该校

因此成为国内外高校中水产类专任教师

最多、占比最大的高校。经过首轮 5年的

“一流学科”建设，在水产养殖和渔业资

源与捕捞领域进入世界一流行列，带动

了上海海洋大学综合办学实力进一步提

高。该校远洋渔业国际渔业履约团队已

成为国内一流、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

新型智库，成功入选全国首批“高校黄大

年式教师团队”，不仅强化国际渔业治理

中的中国话语权，也为国际渔业治理贡

献了“中国方案”。

位于张江科学城的上海中医药大

学，成立于 1956 年，是新中国诞生后国

家首批建立的中医药高等院校之一，是

教育部与地方政府“部市共建”的中医

药院校，也是上海市重点建设的高水平

大学。该校中医学学科在建校之初便

已设立，60 多年来立足“海派中医”特

色，拥有以裘沛然、刘嘉湘、朱南孙、严

世芸、施杞等国医大师为代表的一批著

名中医教育、临床大家，是首批获得一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和设立博士后

流动站的中医学学科。中医内科学、中

医外科学和中医骨伤科学为国家重点

学科，针灸推拿学和中医医史文献为国

家重点培育学科。该校中药学学科创

建于 1972 年，是全国首批中药学博士

点，在教育部第二、三轮一级学科评估

中均列全国第一；第四轮一级学科评估

中获得“A+”。中药学学科拥有多个国

家、部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聚焦

中药生物技术与资源可持续利用、中药

质量标准、中药（复方）效应物质基础与

作用机理、源于中药的创新药物研发、

交叉科学前沿探索等研究方向，在中药

生物技术、质量标准、有毒中药安全性

评价、多学科交叉与前沿探索等方向形

成鲜明的特色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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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液化气质量检测公示
（2021年度）

根据相关燃气法规的要求，浦东新区公用事业管理事务中心委托专业检测机构

对新区所属的液化气供应站点（包括液化气加气站）进行燃气质量检测，现将2021年
检测结果公布如下：

检测标准：

1、液化石油气按国标GB11174-2011《液化石油气》执行。

2、车用液化石油气按国标GB19159-2012《车用液化石油气》执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用事业管理事务中心
2022年2月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企业名称

上海南汇液化气公司

上海百斯特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液化气分公司

上海东海液化气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海光燃气有限公司

上海恒申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昆仑新奥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检测样品数

20

34

13

18

4

8

3

100

检测样品指标数

200

340

130

180

40

80

24

994

不合格指标数

0

0

0

0

0

0

0

0

指标合格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本报讯（记者 陈烁）一幢幢楼房拔地

而起，一个个塔吊蓄势待发……昨天，位于

泥城正茂路上的临港“先租后售”公共租赁

住房四期全面复工。

“先租后售”是临港在上海率先启动的

公共租赁试点模式。临港“先租后售”公共

租赁房项目，面向进驻临港新片区的企事

业单位，开放特定租售业务。

从2014年推出一期开始，由临港集团

临港服务公司建设运营的临港公租房至今

已陆续推出五期。其中，一、二、三期已经

交付，临港公租房四期项目主体结构目前

也已全部封顶，正在推进装饰装修工程。

建成后，这里将可以提供3335套公租房房

源。

昨天，记者在四期项目现场看到，总高

分别在17-18层不等的楼房已全部拔地而

起，进入楼内，房屋的室内结构也已成型，

等待后续装饰装修。

负责不同岗位的工人们也已到位。老

家山东的朱师傅是一名钢筋工，他说，2月

10日就已返回工地，开始了赶工。“虽然前

几天有的工友还没回来，但我们能干的活

儿已经干起来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大

家都在抓紧赶进度。”

工地现场的带班负责人王师傅告诉记

者，进入装修装饰阶段后，整个四期项目大

概有四五百名工人，目前有将近一半已经

返回工地。“元宵节后更多的工人会陆续回

来了。”

临港服务公司工程部负责人介绍，随

着临港入驻企业不断增多，尤其是新片区

揭牌以来，企业和人才不断导入，对于公租

房需求不断增加，所以临港服务公司也加

紧了三期、四期、五期的建设进度，争取早

日交付到企业手中，满足更多人才的入住

需求。而且，三期、四期在建设中即被企业

预订一空，每期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据了解，目前除了四期已经结构封顶，

五期项目桩基、围护工程也已全部完成，塔

吊基础完成 25台，占比 55%。另外，长租

公寓项目自2021年7月29日开工至今，地

下结构已施工完成，基坑工程已出零，目前

处于主体结构施工阶段。

此前，在临港公租房三期的交付仪式

上，临港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裁翁恺宁曾

表示，围绕教育、商业、医疗、文体、交通等

职住需求方面，临港集团将不断聚集服务

资源、提升服务内涵，将临港新元社区建设

成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病有良医、老有

颐养、住有宜居、充满活力的产业社区。

本报讯（记者 严悦）春节过后，各行

各业逐渐恢复正常运转，临港各园区企业

复工复产工作已全面启动，临港海洋创新

园即是其中之一。

走进园区内的海默新宸公司，即听到

一片繁忙的键盘敲击声。对数据，画图

纸，每个人都埋着头，忙得热火朝天。

“我们的业务是做产品研发，时间周

期比较赶，再加上有一些客户是国外的，

放假时间不一样，我们复工复产第一天就

来上班了。”海默新宸临港公司负责人表

示。新的一年，团队计划尝试水下化学药

剂注入计量（CIMV）产品的设计，目前图

纸已经完成，将开始进行组装测试。

沐曦集成电路（上海）有限公司于

2021年1月入驻海洋创新园，专注于设计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应用高性能通

用GPU芯片。自入驻海洋创新园以来，

该公司在高性能通用GPU芯片研发上取

得了重大突破进展，研发办公人数也成倍

增长。

“沐曦落地至今员工数量已经超过了

500人。”沐曦集成电路运营部政府事务总

监乐雪禅说：“2022年将开启校招，鼓励应

届毕业生选择临港，也为他们争取了很多

相关的人才优惠政策，包括落户、人才公

寓申请等。同时，我们也鼓励产业链的上

下游企业能够来到临港。”

据了解，元宵节前，海洋创新园复工

复产企业已过半。海洋创新园企业服务

部服务专员何皓告诉记者：“一些企业因

为是科研类企业，有部分春节期间也在加

班，另外一些企业则通过线上复工复产。”

而为了确保辖区内企业复工复产工

作稳健、通畅、安全展开，为园区一季度经

济工作“开门红”保驾护航，临港海洋创新

园还安排各职能部门、各驻厂联络员进驻

重点企业指导复工复产。

对于园区新入驻企业情况，何皓介

绍：“根据最近的统计情况，每个月海洋创

新园都有六七家新企业入驻，主要在海科

广场二期，集中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

行业。上半年，我们会在那边为企业搭建

一些活动平台，更好地服务企业，为整体

上下游产业链的形成牵线搭桥。”

本报讯（记者 朱洁）3月 1日起，临

港新片区集卡服务中心实行收费管理。

上海临港新片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方面表示，临港新片区集卡服务中心自

2020年 12月 20日试运行至今，承担了临

港区域与上海港的物流服务功能，为集

卡停泊、集卡司机提供服务。实行收费

管理旨在进一步提升集卡服务中心的能

级，提高周转率。届时将采用ETC、手机

移动支付、现金支付等多元化的收费方

式，收费标准拟采取“三段式”，即短时间

内免费，合理的时长内低收费，长时间停

放正常收费。停车计费时间以入场与出

场时间为准，停车 4小时以下（含 4小时）

免费，且所有车辆每天仅在当日第一次

进场享受免费停车 4小时。停车 4-24小

时（含 24小时）每小时 5元，24小时内计

费上限 12 小时，计费区间 25-60 元。停

车时长大于 24小时，超出时段按每小时

5元累计计费。

临港集卡服务中心位于广祥路 158
号，是临港新片区首个综合性、一体化大

型集卡服务平台，其用地面积约 13.3 万

平米，可提供集卡停车位约 710个。服务

中心自试运营以来，着力打造一个司机

行车旅途中的“温馨驿站”。在提供集卡

停靠功能的同时，依托“司机之家”，为集

卡司机提供一个具备餐饮服务、超市便

利、休息淋浴、汽配修理等配套服务的

“温暖之家”。

本报讯（记者 严悦）近日，红日康养

集团正式落户上海临港新片区。

红日康养集团是《财富》世界 500强、

中国企业 500强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子

公司。华润集团作为大型央企，近几年将

养老与健康产业作为重要发展方向之

一。2016年8月，华润集团与比利时Verl⁃

invest基金合作成立专业康养投资平台，

加快推动国内养老产业。

上海红日作为华润集团康养板块的

主力军之一，提供独立生活、协助生活、专

业护理、失智护理等全方位、全链条的养

老服务。自 2006年创立至今，已在江浙

沪地区多城市开办 19家机构、近 4000张

床位。

据悉，此次红日集团落地临港新片

区，将主要承担华润在长三角康养连锁业

务的拓展、整合及管理功能，帮助旗下各

养老连锁机构在总部的统一培训和指导

下，更好地为长三角有康养需求的长者服

务。

本报讯（记者 陈烁）近日，乘联会中

国汽车公布 2022年开年销量数据，特斯

拉 1月再次以 59845辆的交付量，迎来了

2022年的“开门红”。值得注意的是，1月

特斯拉出口量达到40500辆，占新能源车

出口比例近八成，上海超级工厂成为特斯

拉主要的出口中心。

据了解，目前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零

部件本土化率已经达到 90%以上。在国

家持续扩大改革开放、稳定外资增长的背

景下，围绕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众多汽

车零部件企业在苏州、宁波、南通、无锡、

绍兴、台州、南京、常州等长三角“包邮区”

组成了特斯拉“4小时朋友圈”，形成了大

规模的产业集群，为地方经济高速发展注

入活力。

在临港新片区，特斯拉更是展现出强

大的产业推动力，新能源汽车成为首个千

亿级产业。在特斯拉的拉动下，新片区构

建起涵盖汽车芯片、自动驾驶系统、汽车

内饰、车身、新材料、精密加工等新能源汽

车全生态领域的“安全、自主、可控”的产

业生态。

到 2025年，新片区智能新能源汽车

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 3000亿元，成为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集

聚地。2021年特斯拉年度财报中对上海

超级工厂也给予了极大肯定，在面对全球

供应链、物流运输、劳动力和其他生产制

造等挑战方面，本地化生产对降低单车成

本以及提高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至关重

要。

运营仅两年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在 2021 年已肩负起特斯拉全球交付的

“半壁江山”，成为特斯拉主要的出口枢

纽。

本报讯（记者 严悦）近日，上海信

达诺有限公司在临港新片区的首单离

岸转手买卖业务顺利完成，标志着《临

港新片区促进离岸贸易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措施》正式发布后又一家新型国际

贸易企业正式开业运营。据介绍，该笔

离岸贸易是信达诺将智利采购的高品

质电解铜直接在境外转卖至新加坡客

户，单笔离岸贸易结算金额近 230 万美

元。

上海信达诺有限公司作为厦门信

达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是其所属

集团供应链业务板块的重要功能平台，

也是集大宗商品国际贸易、投融资管理

及综合行政服务为一体的长三角区域

管理中心。

作为首批入驻滴水湖金融湾的银

行机构，上海农商银行临港新片区支行

充分发挥上海地方金融机构优势，在详

细了解企业贸易模式、完成尽职调查的

基础上，迅速为企业开立了自由贸易账

户、办结业务准入。业务执行过程中又

通过提高单据审核效率，顺利打通离岸

转手买卖货物流、资金流及信息流三流

分离的业务堵点，全力助推离岸业务快

速落地。

据了解，从 2021年 12月信达诺正式

落户临港，到成功实现离岸贸易，仅仅用

了1个月左右的时间。未来，信达诺还将

积极拓展新型国际贸易业务，将临港新片

区平台公司打造成为区域贸易总部，助力

离岸贸易产业加快集聚发展。

近期，临港新片区支持新型国际贸易

的具体措施陆续出台，临港新片区新型国

际贸易服务中心将密切协同各相关机构，

为企业发展离岸贸易业务提供度身定制

创新金融服务及贸易便利化的解决方案，

推动实现跨国企业在岸和离岸业务的统

筹联动发展，加快临港新片区新型国际贸

易产业集聚区建设。

数千套公租房加紧建设

满足新片区日益增长的人才住房需求

临港海洋创新园区节后复工复产火热

临港集卡服务中心3月起实行收费管理

厦门信达临港新型国际贸易平台启动

新片区再添养老服务产业主力军

特斯拉1月交付新车近6万辆、出口4万余辆

上海超级工厂已成特斯拉主要出口中心

浦东“双一流”建设高校增至3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