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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人才公寓 走访万家企业

金桥求解青年人才
“居住难”
■本报记者 许素菲 王延
外资企业集聚，跨国公司众多，16 万
各类人才支撑起金桥开发区的蓬勃发展。
如何让这些“金桥男女”安居乐业，成为金
桥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课题。
自今年开展大调研以来，金桥开发区
已走访 10107 家企业，结合企业集中反映
的青年人才居住难问题，重点理清开发区
人才公寓存在问题和原因症结，通过系统
完整地查证了解，找到具有科学性、指导
性、操作性的对策，着力构筑人才集聚高
地，不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努力促进园
区智能制造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人才公寓量少价高
据了解，成立于浦东开发开放之初的
金桥开发区，
人才公寓建设缺乏系统规划，
由此造成人才公寓量少价高的现状，与陆
家嘴、张江相比有较大差距。随着金桥开
发区的转型，
高端人才和白领日渐增多，他
们的居住和落户需求非常强烈。但园区内
人才公寓缺乏且价格偏高，外来人才的落
户限制较多，
影响到人才的引进和留用。
调研发现，目前国资经营的人才公寓
主要存在价格高、数量少、距离远等问题。
例如，金桥股份“碧云系列”、浦开集团“慧
智公寓”定位高端人才公寓，动辄上万月租
金，令青年人才群体只能“望而兴叹”。国
资公司能够提供开发区的房源只有 1500
套左右，且大部分集中在南区的川沙阳光
公寓，北区只有约 120 余套。

以受企业欢迎的国资人才公寓为例，
位于川沙的金桥集团阳光公寓，月租金在
2000—3000 元，同时还有数量较多、价格
更低的蓝领公寓。受价格因素影响，许多
北区员工舍近求远到南区，有的单位每日
班车接送增加企业成本，有的单位无班车
接送只能个人买单。
据不完全统计，北区现有大量“非改
居”公寓 5000 余套，虽然房源众多，但良莠
不齐，不通地铁，公交间隔时间长，具有一
定规模的“非改居”公寓存在管理秩序、物
业安保、消防设施不到位等问题。

多管齐下增加供给
针对目前人才公寓供应量难以满足需
求的问题，
金桥开发区管委会正在筹划通过
厂房的合理改建、
将私营人才公寓纳入政府
管辖等方式，
增加人才公寓的供应量。
新区目前正在筹措 4000 套租赁公寓
房源，定位为除公租房、保障房以外的租赁
性住房，包括符合要求的
“非改居”，在经过
有关职能部门联合审查后，将纳入新区统
一管理，具体实施和转化办法正在研究中，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弥补人才公寓供给
不足的缺陷。
事实上，近几年金桥不断推进人才公
寓建设，以弥补供应缺口，
如位于王桥路泰
宁路交叉口附近的金桥阳光花苑项目，距
离轨道交通 2 号线华夏东路站约 2 公里。
项目占地约 10 公顷，总建筑面积达 24 万平
方米，包括白领公寓、蓝领公寓和综合配套
设施。项目总共分三期实施，一期 8 万平

今年开工的金桥集团人才公寓阳光花苑二期项目。
方米，包括白领公寓和蓝领公寓共 1368
套，已于 2012 年投入运营。目前，已为通
用汽车、欧姆龙、法雷奥、新松机器人等 40
多家区内企业，
提供出租类人才公寓，
已全
部满租。2018 年 7 月开工的二期项目将建
设 1750 套白领公寓，月租最低 1850 元，总
面积 9.3 万平方米，计划 2020 年上半年竣
工，2020 年下半年投入运营。下一步，将
着重解决整个小区环境问题，解决公交配
套问题，并在一期商业基础上增加更多配
套设施，
打造宜业宜居环境。

张江儿童社会实践大课堂开课
给孩子们搭建起职业梦想体验营
本报讯 （记者 欧莉）日前，由上海绿
色童年儿童关爱中心发起组织的社会实
践大课堂在张江创智空间开启。小朋友
长大希望从事什么职业？医生、建筑设计
师还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在社会实践大
课堂中将由国内知名的医生、建筑设计师
等面对面进行职业演示。
上海绿色童年儿童关爱中心创始人
宋 元 表 示 ，今 年 暑 假 期 间 ，国 务 院 办 公
厅发布了《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
的意见》，再次出重拳规范校外培训，同
时也提出“鼓励发展以培养中小学生兴
趣爱好、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目标的
培训。”绿色童年启动社会实践大课堂，
就是想让孩子们能去大企业进行职场
体 验 ，为 他 们 创 造 一 个 健 康 成 长 的 环
境。

宋元表示，社会实践有助于中小学生
了解生态、增长知识，培养品格。
“ 乔布斯
在 10 多岁的时候打电话给惠普创始人，
申请去实习，也是这次实习的机会，让他
走上了科创的道路。我们的社会实践大
课堂主要和大企业、大单位合作，比如凤
凰卫视、新华医院、爱回收网站等，下一步
准备和商飞、地铁公司、航空公司等企业
建立合作。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早点接
触各行各业，特别是一些优秀企业，并获
得职业体验的机会。”
据了解，绿色童年社会实践大课堂的
培训导师由各行各业的精英组成，如新华
医院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颜崇淮，上海都市建筑设计有
限公司总经理宋勇，上海爱回收网站创始
人孙文俊，澳洲第六大道创始人丁浩等。

社会实践大课堂主要围绕“生态文明”，分
小主题展开。近期推出的实践课题活动
有颜崇淮和孩子们一起聊“环境与儿童健
康”，让孩子们了解爱护环境的重要性；宋
勇则结合自身职业，和孩子们分享低碳生
活中的城市建筑设计知识；剑桥学院新闻
传播学院副教授管国忠则以“人与人、人
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为主题，和孩子们重
读《论语》等。
宋元介绍说，实践课堂主要针对三年
级到初中二年级年龄段的学生，实践课题
活动会不定期进行调整，并给孩子们提供
去企业实践的机会。
资料显示，上海绿色童年儿童关爱中
心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公众参与
儿童健康事业，创造有益于儿童健康成长
的环境。

“申迪艺术大师沙龙”
落户度假区

让
“大师”成为上海旅游的一张独特名片
本报讯 （记者 王延）近日，
“ 申迪艺
术大师沙龙”在位于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
的 Maxus 大通音乐谷正式揭牌，标志着上
海第一个集聚海内外艺术大师的高水准
文旅互动项目正式启动。
申迪艺术委员会主席谭盾、上海申迪
（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周峻共同为“申迪艺
术大师沙龙”揭牌。
据介绍，
“艺术大师沙龙”是以文化大
师为核心，文旅结合的艺术交流共享平
台，将为上海艺术大师提供创作、交流的
常态化空间和服务，让大师成为上海旅游
的一张独特名片，以文带旅，以旅推文，从
邂逅到吸引，让上海这座有大师的城市放
射更多的光彩。
“艺术大师沙龙”兼具“艺术分享、艺
术展示、创作交流、艺术教育”等多重功
能于一身。今后，沙龙将力邀“申迪艺委
会”艺术家们不定期举行各艺术领域活
动、讲座、大师班等，使艺术沙龙活动与
音乐谷露天演出形成有机联动，令 Maxus
大通音乐谷成为沪上“魅力绽放的文化
地标”。
“ 在这里，每一次高水准的演出，
都是一次上海艺术家的聚会，也为城市
艺术爱好者提供了与大师对话交流的平

优化管理保障安居
此外，金桥开发区还考虑从制度和政
策方面优化人才公寓运营管理，为人才安
居提供实实在在的保障。
首先是合理确定人才公寓租金标准，
根据项目区域、建设标准等制定人才公寓
的租金标准，
与市场租金保持合理差距，
并
实行定期动态调整。
其次是提升服务管理水平。针对金桥

□本报资料图

企业员工申请人才公寓特点，
以及金桥人才
服务平台刚刚运行的实际，制定合理的申
报、
审核办法。针对即将实施的新区人才住
房补贴政策，
对住房补贴申请人资格进行严
格审核，
避免出现已有住房人员钻政策漏洞
的情况。
另外就是完善人才公寓的外部和内部
配套设施，
例如配套道路、
商业、
体育、
教育、
医疗等公共设施等。公寓内部则对居室进
行普通装修，
配套基本家居、
网络终端等，
高
端人才公寓还可以配备相应的家用电器。

保税区域举办运动会
欢庆上海自贸区 5 周年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由上海自贸
区保税区总工会和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职工运动会日前在
森兰绿地举行，共有来自 30 家企业的 600
名运动员参赛。
上海自贸区保税区域涵盖了外高桥
保税区、外高桥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
和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区内共有 9.2 万
名 企 业 职 工 、机 关 和 事 业 单 位 干 部 职
工。记者了解到，本次运动会作为保税
区域欢庆上海自贸区成立 5 周年系列活
动之一，得到了区内企业和员工的广泛
支持。
在运动会现场，
来自自贸区的职工们

参与热情高涨。经过 3 个小时的激烈鏖
战和拼搏，
德尔福（上海）动力推进系统有
限公司工会代表队、保税区管理局机关工
会代表队、麦格思维特（上海）流体工程有
限公司工会代表队、伟创力（上海）金属件
有限公司工会代表队分别获得 3 公里负
重越野跑、负重铁饼投掷、负重跳远和负
重拔河赛的冠军。
参赛选手表示，
此次运动会是区域内
企业相互交流的大好机会。他们还表示，
上海自贸区成立以来，
他们充分享受到了
自贸区带来的机遇，
会珍惜这一良好发展
平台，共襄自贸区新发展，为保税区域新
一轮改革开放作出新的贡献。

外高桥举行团体趣味运动会
喜迎首届进博会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日前，
盈德气
体、中船邮轮科技、万国数据等近 40 家知
名企业的 200 余名企业中高层代表齐聚
森兰板块的迪卡侬运动场，
以团队趣味运
动会的形式迎接即将开幕的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
本次运动会上，
各企业代表随机组建
10 支队伍，以团队的形式完成“运转世
界”
“ 箭行美好”
“ 不倒森林”
“ 鼓动人心”
“不落的排球”等十余项运动体验。
“这些运动器材都很常见，但活动却
很有创意。”来自东方嘉盛的企业代表和
自己的新队友们连续参与了多个运动项
目还意犹未尽。上海韩旭化妆品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个活动无形中扩
大了我们企业的
‘朋友圈’，
把我们的个人

社交和企业社交范围从有限的办公空间
中带了出来。”
在运动会举行的间隙，休息区里不
少企业人员在互换名片，俨然成为了一
个小型“进博会”。迪卡侬大中华区企业
负责人表示，
“森兰有强大的商务合作资
源，我们通过今天的活动不仅拓展了 C
端的会员积累，更重要的是对接到 B 端
的企业资源，我们也会根据区域内企业
需求来针对性地提供更好的健康运动服
务和商品。”
记者了解到，森兰的政策优势、交通
条件、硬件水平、运营水准都在向国际前
列看齐。总计 6.01 平方公里的森兰土地
上，将建设有 30 万平方米跨国购物集群、
40 万平方米全球产业总部。

普兰金融开展互联网+职工书屋
“申迪艺术大师沙龙”
日前在位于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的 Maxus 大通音乐谷揭牌落成。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台。”
谭盾力邀中国顶级摇滚乐队杭盖、
苏州交响乐团联手呈现的“中国原生态
音乐之夜—交响摇滚音乐会”成为沙龙

落成后首次艺术实践活动，来自上海各
大 艺 术 院 校 学 生 、青 年 艺 术 工 作 者 近
3000 人受邀聆听了这场古典与摇滚的跨
界之作。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职工书屋是
国家公共文化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广大职工的精神文化家园。2018 年是职
工书屋建设十周年，位于张江科学城的
普兰金融日前正式上线“互联网+职工
书屋”项目，并创办了“普兰职工书屋”公
众号。今后，职工通过公众号直接可以
进行自助借书、还书，还可在线查询图书
状态、位置、简介等信息。图书管理员直
接通过手机、电脑就可进行图书管理工

作。
记者了解到，
作为一家党工团健全的
民营企业，普兰金融党委、工会希望通过
广泛形式，
让广大青年职工更好地继承和
发扬好改革开放的
“实干”精神，
除了上线
“普兰职工书屋”外，
普兰金融目前还举行
了
“改革开放再出发 建功立业新时代”纪
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职工诗歌朗诵会，
“普
兰人”用诗歌朗诵会的形式来歌颂中国改
革开放 40 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