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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船 交 付 “ 一 船 一

策”、货机通关“绿色通

道”、重点船舶查验“便捷

通道”……近日，一系列

便利涉外企业生产经营的

新举措由上海边检总站推

出，进一步助力优化口岸

营商环境，为保障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畅通、稳定外

贸外资基本盘提供政策、

措施、环境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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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烁 通讯员 黄

波 潘尔东 石明明

“一船一策”
助力新船快速出海

6 月 23 日，在沪东中华造船集

团以及边检机关等口岸查验单位的

共同见证下，中国首艘全球最大

24000TEU超大型集装箱船“EVER⁃
ALOT”轮在沪东造船长兴造船基地

完成挂旗交付。

在这艘目前全球装箱量最大的

集装箱船交付过程中，上海边检总

站针对新造国际航行船舶交付实施

的“一船一策”边检查验举措，充分

助力新船快速出海，为航运市场持

续繁荣添薪续力。

“一船一策”模式在船舶出入境

手续办理、生产资料配给、登离轮人

员审核等方面都有精细化保障举

措，尽最大可能提升口岸通关效率

和码头泊位使用效率，为企业和船

方节省大量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货邮航班“随到随办”
“随停随办”

随着上海市疫情形势逐渐向

好，作为全球前三、境内第一的国际

航空货运枢纽,浦东国际机场货邮

航班量逐步回升。6月以来，上海边

检总站上海机场边检站累计查验国

际货邮航班量超 4000架次，日均超

200架次，货邮航班量已基本恢复常

态水平。

针对此，上海机场边检站推出

“全过程闭环管理+全天候电子巡

查+24小时绿色通道＋移动车机坪

验放+等级风险系统管控+直接往

返免办边检手续”组合举措，全力保

供保畅稳链。

针对载有科研材料、电子器件、

汽车零部件、鲜活农副产品等具有

高精密、大规模、强时效特点的重点

航班，该站第一时间开通“绿色通

道”，全天候优先保障此类货邮航班

“随到随办”“随停随办”。

得益于边检机关推出的直接往

返机组人员免办边检手续政策，一

些货机机组员工不用上下飞机接受

两次检查，既节省了时间，又降低了

疫情输入风险。

据统计，今年以来，截至目前，

上海机场边检站已累计保障 31940
余架次出入境货邮航班顺畅通关，

是出入境客运航班的6.79倍。

“快捷通道”助力
货轮通关零等待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汽车进出口

中心，占全国汽车对外贸易的七成左

右。上海海通国际汽车码头作为全

国最大的汽车整车进出口平台，中国

汽车海运出口中有一半从这里启程，

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6月 23日 20时许，伴随一声汽

笛轰鸣，装载 1440 余辆名爵和 500
辆长安等国产自主品牌汽车的“紫

藤精英”滚装轮由上海海通国际汽

车码头缓缓驶出，驶上前往新加坡

的航程。自该轮 6 月 22 日靠泊以

来，上海边检总站外高桥边检站全

程开启“快捷通道”，为该轮及 24名

船员安全快速办理边防检查手续，

服务该轮通关零等待，助力中国汽

车出口跑出“加速度”。

据了解，2022年 5月，海通国际

汽车码头整车出口7.8万余台，环比

增长超31%，同比增长近6%。其中，

特斯拉、名爵等品牌整车出口量更

是接近翻倍。

为助力中国汽车快速驶向海外

市场，外高桥边检站主动靠前、精准

服务，开设“快捷通道”，优化“全流

程、全闭环、非接触”边检查验流程，

确保国际航行船舶到港“零等待”、

靠港“即装卸”、离港“零延时”验放

通关。

5月以来，外高桥边检站共开通

“快捷通道”70余次，累计为 77艘国

际航行滚装轮和近2000名船员提供

安全高效的出入境边防检查服务。

本报讯（记者 张诗欢）上海市

自今日起，辖区内无中风险地区且

近一周内无社会面疫情的街镇，有

序放开餐饮堂食。结合目前浦东新

区疫情防控形势，浦东新区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昨

日公布区内恢复餐饮堂食的有关服

务和管理措施。

放开餐饮堂食实行堂食服务备案

管理。自6月28日起，浦东新区各餐

饮企业可通过“浦东企业专属网页”提

出备案申请，具体为：通过微信小程序

搜索“浦通办”进入企业专属网页；填

写相关个人信息、人脸识别进行实名

认证；完成实名认证后，绑定相关企

业；绑定企业后，首页点击“恢复堂食

备案进入”按钮申请办理。餐饮企业

也可以通过电话向各属地街镇咨询。

各餐饮企业应按照《本市餐饮

服务业复商复市疫情防控指引》（第

三版）要求，做好堂食限流管理、场

所和设施消毒管理、入场管理、员工

健康管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积极

倡导餐饮新风尚。

本报讯（记者 张敏）昨日，浦东政协“观澜读书群”开通上

线暨《浦东史诗》首场读书分享活动在区政协委员协商活动中

心举行。区政协主席姬兆亮出席活动，启动开通“浦东政协观

澜读书群”，区政协副主席王小君、诸惠华参加读书活动。

“观澜读书群”登陆“浦东政协通”APP，是为了方便各专委

会和各界别动态开展重点书目在线建群学习。“观澜读书群”面

向浦东全体政协委员，以列入年度学习计划的观澜“周周读”

“月月讲”重点书目为主要读本，由区政协领导、专委会负责人、

界别召集人或骨干委员在线上发起，担任不同书目的领读人，

建立相关读书群，各相应专委会委员、界别委员和其他界别感

兴趣的委员都可以加入，参与读书分享。其中，每个书目“读书

群”一般设置 2个月的读书周期，在此期间，领读人和各位入群

委员可结合自身实际随时上传学习感悟，分享读书体会，建言

献策。

开通仪式后，区政协常委、文化艺术界别召集人胡旻珏就

《浦东史诗》作首场读书分享。《浦东史诗》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何

建明应邀为“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浦东开发开放 28周年”创

作的一部报告文学，以人物串联，抒写历史，讴歌时代。委员们

交流分享心得，感叹于浦东开发开放初期叱咤风云的鲜活人

物，在开局期的所作所为，如今看来仍然令人感慨激动。沿着

这本书的脉络，大家期待，在各自领域为浦东作出新的贡献，形

成推进引领区建设的合力。首场读书分享活动，以场内场外形

式开展交流，收集委员发言、感想三百余条。当天，“观澜读书

群”开通上线《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习近平上海足迹》

《浦东史诗》《生命的品质》《为什么是中国》12个读书群，推动读

书分享，凝聚奋进力量。

姬兆亮指出，“观澜读书群”正式开通上线，是浦东政协进

一步促进委员学习交流、凝聚思想共识、提升履职能力搭建的

又一重要平台，也是浦东政协“观澜书香”读书品牌建设的又

一重要成果。希望委员们努力读出“政协站位”“政协特色”

“政协担当”，通过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

围，培育书香政协的读书文化，增强社会溢出效果，助力书香

社会建设。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昨日，浦东新区金融工作局牵头组

织的 2022年浦东金融行业党建工作会议暨“树联建标杆 展金

融风采”表彰活动举行。

浦东金融党建基地自2021年5月揭牌以来，以平台阵地为

基础支撑，主动融入浦东金融行业发展，不断拓展功能定位，形

成上下联动、横向互动、覆盖广泛的党建服务网络和高效的服

务体系，初步构建了以“大联盟、大融合、大党建、大提升”为特

色的金融行业党建工作机制，创设了“基地+联盟”的行业党建

新模式，有效增强了党组织在金融人才中的凝聚力，全面提升

了党建引领区域金融服务水平。

在主题活动组织方面，基地积极倡导发起了“手拉手”集中

联学、“点对点”主题教育、“面对面”精准服务等特色主题活动，

在党员教育培训、强化行业党组织凝聚力和推动浦东金融改革

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今年疫情期间，基地发

布了《勠力同心，汇集金融力量共同战“疫”——浦东金融行业

党建联盟倡议书》，动员新区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者助力抗

疫。各大金融机构纷纷响应，以捐款捐物、志愿服务、结对支

援、物资转运等方式支援浦东抗疫工作，为全区打赢疫情阻击

战贡献了金融力量。

浦东新区金融工作局副局长门庆兵说：“行业党建平台的

搭建，一方面我们想为金融机构、金融人才提供各类的金融资

源、金融服务，支持他们创新业务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

利用浦东的金融资源，能够实实在在地服务实体经济。”

据悉，2022年，浦东金融党建基地将持续加强行业党建政

治功能，引导更多的金融机构加入浦东金融行业党建联盟，引

导和激励联盟单位在稳增长、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奋发作为，

同时着力搭建服务平台营造良好的金融营商环境，以一流党建

促一流业绩，在推进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建设、合力打造社会

主义现代化引领区的征程中积极进取、建功立业。

活动对 2021年在开展金融行业党建方面表现突出的单位

进行了表彰。其中，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中央国债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总部、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等荣获浦东金融

行业党建“树联建标杆展金融风采”十佳单位。包括中银金融

科技“‘复兴壹号’智慧党建平台”、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投

贷联动，创新E-SBU协同案例”等入选十佳案例。

活动还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

交易所等在支持浦东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金融机构进行

了表彰。当天，活动现场还分别针对浦东“十四五”金融业财政扶

持政策和金融人才服务特色项目进行了解读，并启动了“金缘盟”

交友平台项目。本次活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区委组

织部、区纪委监委、区级机关工作党委、区金融工作局、潍坊街道

以及部分党建联盟单位代表参加了现场活动；同时，还有180余
家浦东金融行业党建联盟单位通过线上会议参加了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6月 27日，随

着两台直径10.69米国产大直径盾构机“沪

驰号”“通骋号”，从江东路附近的工作井顺

利始发，沪通铁路吴淞口长江隧道开始了

隧道掘进阶段。

沪通铁路吴淞口长江隧道处于沪通铁

路二期（太仓至四团段）范围内，线路途经

江苏太仓及上海市嘉定区、宝山区、浦东新

区和奉贤区。线路全长约 111公里，采用

客货共线形式，设计速度200公里/小时。

其中，沪通铁路吴淞口长江隧道工程

位于宝山区、浦东新区内，下穿长江口及黄

浦江，为双洞单线水底隧道，线路总长度

7.2公里，为全线的控制性工程。工程具有

盾构掘进断面大，隧道长度长，涉及工法多

等特点。它不仅是中国第一条穿越长江和

黄浦江的铁路隧道，也是中国第一条软土

地区盾构法客货共线铁路隧道，中国第一

条全封闭内衬的盾构法隧道。

根据线路走向，两台盾构将穿越

G1503绕城高速、沿江通道浦东段、滨江森

林公园、黄浦江大堤、吴淞导堤、国际邮轮

码头及公安码头、小沙背箱涵、长江大堤等

众多大型公共设施建筑。同时，工程也面

临着盾构掘进穿越多、地质环境要求高、冷

冻暗挖风险大等一系列难点和挑战。

据悉，针对吴淞口长江隧道建设的复

杂难题，此次采用了由上海隧道工程有限

公司公司为隧道施工自主研发、量身定制

的两台直径为 10.69米大直径盾构机。这

两台高品质国产大直径盾构机，具备盾构

刀盘掘进强劲、推拼同步效率加成、拼装

机安全精准、数据互联全面监控等技术优

势，满足盾构掘进施工安全、环保、高效的

要求。

沪通铁路项目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

划中沿海铁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

通车后将填补浦上海东部地区干线铁路的

空白，使上海市铁路枢纽和网络布局更加

均衡合理，同时，沿线的上海东站与浦东机

场将构成上海东部的重要交通枢纽。

夏意渐浓，灿烂的花朵把临港新片区装扮得分外靓丽。
在滴水湖环湖80米景观带内，盛开的鲜花随处可见。这边，一团团绣球花在清风吹拂下，舞动着花

瓣；那边，蓝紫色的百子莲在枝头随风摇曳，散发出淡雅清香。而在春花秋色公园，景观池内绿色的睡莲
叶托起或红或粉的花朵，尽情舒展，成片的金丝桃随处可见，绚丽可爱。

据了解，临港新片区主城区花卉种植区域共分公园绿地和市政道路2大类，其中公园绿地包括春花秋
色、星空之境、城市公园、环湖80米景观带等，市政道路部分以景观绿化带和护栏花箱为主，养护部门会
根据不同时节播种相应的花卉，并开展修剪、补种等养护工作。

上海临港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园养护项目经理季华介绍：“‘三分种七分养’，城市花卉景观营造
不是简单的花卉种植，而是一个生态体系，比如土质、空气、阳光等，希望通过我们的科学养护，为临港新
片区增光添彩。” □本报记者 朱洁 文 陆杰 摄

上海边检总站推出一系列便利涉外企业生产经营新举措

保通关稳外贸 助力经济加速复苏

浦东今起有序放开餐饮堂食
昨起新区各餐饮企业可通过“浦东企业专属网页”提出备案申请

沪通铁路吴淞口
长江隧道迎来新节点

两台盾构机始发

夏意渐浓 花开正好

浦东政协“观澜读书群”
开通上线
《浦东史诗》首场读书分享活动同步举行

党建引领浦东金融行业
高质量发展
浦东金融行业党建联盟
年度“十佳单位”“十佳案例”获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