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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家嘴金融城四大品牌系列评选揭晓
表彰金融城建设的领路人和带头人 进一步集聚青年人才

浦东新增一家市级
电子商务示范园区

陆家嘴金融城
“四大品牌”系列评选结果日前揭晓，40 名金融城建设的领路人和带头人获表彰。
本报讯 （记者 张淑贤）陆家嘴金融
城“四大品牌”系列评选——
“十大金融之
星”
“ 十大海归精英”
“ 十大杰出青年”
“十
大党建之友”于 10 月 9 日晚上揭晓，共 40
名金融城建设的领路人和带头人获得上
述殊荣。
陆家嘴金融城是时代精神的缩影。
在这里，逾 50 万白领每天都在创造着世
界的奇迹，推动着金融城的发展繁荣。
“十大海归精英”
获得者之一——工银
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总经理
李进是这 50 万名白领中的一员。作为一
名土生土长的浦东人，
李进 2002 年大学毕
业后出国留学，
并在国外工作七八年，
2011
年机缘巧合下再次回到陆家嘴工作，不由
得感慨
“记忆中的陆家嘴完全不一样了”
。
让李进爱上陆家嘴的原因很多，但事
业的舞台足够大无疑是比较重要的一
个。
“国外金融行业虽然很发达，但相互距
离都很远，而在陆家嘴，金融机构集聚度

□徐网林 摄

非常高，同行之间一个电话 5 分钟之内就
步上演，这是“文化陆家嘴系列活动”之
能碰头，想找任何一个人，最多通过一两
一。2014 年启动的“文化陆家嘴系列活
层关系就可以找到，然后发现大家都在圈
动”，目前已成为陆家嘴金融城公共文化
子里。”谈及在陆家嘴工作的便利性，李进
建设的代表性品牌。其中，青年梦想秀、
深有感触。
陆家嘴白领好声音等品牌项目，吸引了大
2011 年回国至今，李进不仅工作没有
量白领参与。
离开陆家嘴，还把家也安在了陆家嘴，他
据悉，陆家嘴金融城“四大品牌”系列
说，估计一辈子都离不开这座金融城了。
评选由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总工
李进的想法正是上述 40 名金融城精
会、团工委主办。其中，2018 年“十大金融
英的共同心声。在他们看来，陆家嘴金融
之星”
“十大海归精英”
“十大杰出青年”评
城有政策、有平台、有资金、有服务、有环
选活动 8 月底启动，经过报名和初选，产
境，无论就业还是创业，都是不二选择，在
生正式候选人，并在“陆家嘴金领驿站”和
这里，能够自由编织梦想。
“陆家嘴金融城”两个微信公众号上进行
在为个人职业发展提供舞台的同时， 公众投票，经过综合评审，最终产生陆家
陆家嘴金融城还为白领的兴趣爱好提供
嘴“金融之星”
“ 海归精英”
“ 杰出青年”各
载体，不断增强白领的融入感和归属感， 10 名。
“党建之友”的评选对象主要是陆家
让每一个白领在陆家嘴都能找到自己的
嘴金融贸易区非公金融机构的非中共党
精神家园。
员法人代表、董事长、总经理或主要负责
陆家嘴金融城“四大品牌”评选表彰
人，经过评选审定，10 名企业高管荣获
会现场，陆家嘴白领好声音巅峰歌会也同
2018 年
“党建之友”荣誉称号。

全力以赴做好
“进博会”
服务保障工作
（上接 1 版）科创中心建设是我们面
向未来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举
措。今年以来，新区深入落实科创中心建
设国家战略，积极配合张江科学城管理体
制调整，各项创新要素资源向浦东加快集
聚。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聚焦张江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努力在提升集中度和
显示度上实现新突破。
杭迎伟要求，要全力以赴做好“进博
会”服务保障工作。这次“进博会”是我国
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汇聚了
全球最优秀的企业、产品和服务，目前已
经进入了迎进博临战实战、攻坚冲刺的关
键阶段。我们要按照全市的统一部署要
求，全区动员、全力以赴，把各项工作做得
更扎实、更细致、更周全，做好交易团和参

展企业的服务保障工作，全力做好国内外
来宾接待保障工作，不断提高市容环境品
质，确保完成好这一重大政治任务。
杭迎伟指出，要紧扣节点推进“十大
民生”工程。年初，新区针对群众的“急难
愁盼”问题精准发力，集中实施一批雪中
送炭的民生项目，接下来，要紧紧咬住时
间节点，把这些利民、便民、惠民的事一件
一件落实到位，
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
杭迎伟表示，要做好东西部扶贫协作
和对口支援工作。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和
对口支援是中央的战略决策，新区坚决落
实中央部署，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全面
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从
全市各区来看，浦东新区对口帮扶地区最
多，
资金投入最多，
选派干部人才最多。在

各方共同努力下，浦东这项工作一直走在
全市前列。接下来，
要继续保持先进。
杭迎伟强调，要积极谋划明年工作思
路。我们要一手抓今年工作的收尾，
一手抓
明年工作的谋划，
特别要结合
“十三五”
中期
评估，抓紧抓早谋划好明年和更长期的工
作；
要做好评估成果的转化运用，
对标先进、
找出差距，
理清
“十三五”
后期的工作思路、
工作方向和重点任务，
形成一批有引领性、
针对性、
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和工作举措。
会上，
区委常委、
常务副区长姬兆亮通
报了新区政府债务规范管理等工作情况，
副
区长姚凯通报了新区
“进博会”
市容保障工
作情况，
副区长陈希通报了新区东西部扶贫
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区领导诸迪、
李
兆杰、
李国华、
徐长华、
王华参加会议。

本报讯 （记者 王延）日前，万香国
际创新港被授予“上海市电子商务示范
园区”称号，成为浦东新区继唐镇电子商
务创新港之后第二家获此殊荣的电商园
区。万香国际创新港有望成为推动浦东
新区新一轮互联网产业快速发展的承载
体和增长点。
据介绍，万香国际创新港是大麦湾
工业园区内的首个转型园区，示范园面
积 5.4 万平方米，分为电商产业孵化区、总
部企业运营区、人才综合服务区、信息科
技创新区、生活服务配套区，致力于为企
业提供电子商务高端综合服务。
目前，该园区不仅联合上海交通大
学等 9 所高校形成战略合作，成立了浦东
电子商务校企合作联盟，还会同亚马逊、

Ebay、Wish、 SHOPEE 等 知 名 跨 国 电 商
平台，
共同优化和建设跨境电商生态圈。
“创新港已经集聚了电子商务平台
企业、人才培训企业、跨境贸易企业等
100 多家，将塑造电商服务示范品牌。”万
香国际创新港总经理葛丹丹介绍称，园
区提供的特殊服务包括建立电商人才培
育平台、跨境生态链服务平台、投融资服
务平台、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和政策支
持平台等，共享发展资源，贴近企业需
求，
助推企业成长。
据悉，传智播客（黑马程序员）、叮咚
买菜等一批高成长性的企业已经入驻万
香国际创新港。下一步，创新港将把目
标定位为培育电商行业龙头企业，创建
国家级电商示范园。

努力打造
“放管服”
改革浦东样本
（上接 1 版）今年 10 月 8 日，浦东又自
我加压，
区企业服务中心进一步扩大单窗
通办事项范围，实现 382 项涉企事项全覆
盖。改革后，原分别在 120 个专业窗口办
理的事项，集中在 51 个综合窗口实行通
办，
窗口压缩率达到 57.5%。
浦东注重信用支撑，
把以信用监管为
支撑的告知承诺作为“证照分离”改革的
主要方式；推行分类管理，把信用评级一
般的，列为监管重点；将告知承诺事项的
跟踪核查和监管记录，纳入信用评估体
系，
进行预警提示和联合奖惩。

当好
“啄木鸟”
和“店小二”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姬兆亮表示，
“证照分离”改革不仅仅是单个审批事项
的改革，
更重大的意义在于通过改革解放
了思想，
改变了理念，
转变了方式，
提升了
能力。从严格审核为主的准入前审批转
为以信用为支撑的事中事后监管，
从市场
准入的审查者转为维护市场秩序的
“啄木
鸟”和服务市场主体的
“店小二”
。
9 月 28 日，盒马国展中心店正式开
业，这使得盒马鲜生在全国门店增至 86
家。面对新零售业态，浦东主动对接服
务，在全市率先核发了《食品经营许可
证》，将餐饮和食品流通证“两证合一”。
企业 COO 曹成智说：
“ 企业的快速发展
离不开浦东积极为企业服务的创新精神，
区市场监管局多次开辟了绿色通道，
在营
业执照办理的同时，
同步进行食品经营证
的审图指导，
在材料全齐的基础上缩短取
证时间，大大提高了公司的办证速度，助
力盒马开店节奏，
也助推了行业的发展。”
在加强服务的同时，浦东也重视事

中事后监管体系建设，按照信用监管、风
险监管、分类监管和动态监管的方式，努
力实现监管精准化和协同化。比如区市
场监管局对于已经获得营业执照尚未办
理相关经营许可的企业，开展“照后证
前”监管，即指许可审批部门在收到企业
工商注册登记信息后，在两个月内对企
业跟踪检查，检查是否存在未取得相关
许可证即开展相关经营 行为 。截至目
前，市场监管局已开展“照后证前”监管
13917 次，其中发现有照无证经营食品被
立案调查 162 件。
区企业服务中心建立了基于单窗业
务的企业信用档案和黑名单制度，
实现了
综合窗口收件受理过程中的信用信息参
考和预警功能。目前区企业服务中心正
在会同区审改办积极探索以告知承诺为
切入口建立事前信用前置审查机制，
下一
步还将探索分类服务、容缺办理等应用场
景，
通过联合奖惩的自动触发和实时反馈
充分发挥信用导向的规范、指引、监督和
约束作用，
为政务服务改革提供强有力的
支撑。
9 月 27 日，市政府召开“证照分离”
改革试点工作推进会，明确要求加快推
出“证照分离”改革 3.0 版。区委组织部
审改处处长肖林透露，浦东目前正在研
究全面深化方案，将围绕新兴产业和市
场活跃度高的产业，对相关审批事项进
一步整合优化；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
推进内外资市场准入一致管理；深化拓
展 审 批 告 知 承 诺 制 改 革 ，进 一 步 深 化
“六个双”政府综合监管机制创新；加快
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建立审批全
流程便利化指标体系，通过精准优质的
服务全面体现改革最新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