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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琪 通讯员

袁蕙芸）昨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仁济医院与联影医疗技术集团

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共建“仁

济-联影分子影像研发中心”。

据介绍，这是一个创新型分子影

像研发中心，合作双方将共同组建新

型分子影像探针实验室及研发团队，

在特异性适配体等领域进行原创性

研发，开展更稳定和更深入的临床应

用和学术研究。该中心由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分子医学研究院院长、中

国科学院院士谭蔚泓领衔，将与仁济

医院核医学科、放射科联合组成尖端

研发团队，围绕肿瘤精准诊疗、药代

动力学研究、靶向药物临床评估等领

域开展深入的临床应用和科学研究。

该中心将配置联影的全线高性能

分子影像及磁共振设备，包括全景动

态PET-CT和“时空一体”超清TOF
PET/MR（带有时间飞行技术的PET/
MR）等全球最尖端影像学设备等。

■本报记者 严静雯

每天下午两点，护理员马勤国准

时来到北蔡镇的吴保健家。打水、擦

洗身体、压疮护理……吴保健10年前

突发中风，瘫痪在床，没有专业护理员

前，他的爱人只能勉强照顾，“那个时候

他背后长满了压疮，摸上去硬梆梆的，

皮肤没有一处是好的。”

“现在他的背好得差不多了，皮

肤摸起来有了弹性。”吴保健的爱人

高兴地说。马勤国告诉记者，他护理

的 9位老人中，需要这样重度护理的

有四位，“大部分之前都缺乏专业的

护理”。

2018年 1月 1日起，浦东新区启

动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年满 60
周岁的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参保人

员，可自愿申请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

估，评定级别为 2至 6级的老人可以

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截至 2018
年 12月 31日，36个街镇共受理长护

险申请 11.4万人，完成评估 10万人，

接受护理服务7.8万人。

长护险的出现，让无数“一人失

能，全家失衡”的家庭减轻了负担，让

居家养老成为了可能。

每天6块5
“女标兵”找回了尊严

郎翠菊，今年 79岁，曾是沪东造

船厂的“工人标兵”。“我是修理发动

机的钳工，经常跟船去青岛试航，很

拼的。”郎翠菊说。一旁的女儿邵女

士打趣道：“别看我妈妈现在讲话慢

吞吞的，年轻时可厉害了。家里都是

她说了算。”

四年前郎翠菊得了脑梗，半身瘫

痪、卧床不起、说话也没力气。“曾经

的急性子，一下子变安静了。我们看

着特别心疼”，邵女士说，“她是独居

老人，几个子女只能轮流请假过来照

料，实在太累了。”

去年申请长护险后，评估为照护

五级的郎翠菊每天能享受一小时服

务。一小时内，护理员杨奇忙得一刻

不闲：擦脸、擦身、洗脚、量血压、康复

按摩……还顺便把郎翠菊的内衣裤

和尿壶清洗干净了。“以前儿子不能

帮我洗澡，照顾我不方便，现在他只

要过来陪我聊聊天就好了。”郎翠菊

高兴地说。

据了解，这样的服务郎翠菊个人

只需要自付 10%，也就是 6.5 元一

天。记者从新区医保局了解到，2019
年接受长期护理保险服务的老年群

体相比 2018年翻了一番，其中，大部

分的增量都在居家养老这块。低价

却优质的服务是吸引老年人竞相申

请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养老院床位

供不应求、大部分老人倾向在家养老

的情况下，长护险解决了老年群体的

一部分养护难题。

杨奇所在的康浦护理站目前有

10多位护士、约 200位护理员，为浦

东约 2000位老人提供护理服务。记

者注意到，杨奇的服务非常标准化：

身着工作服、戴着口罩手套，一边照

料一边以“唠家常”的形式询问老人

的身体及心理状况。“我们有专人定

期电话、入户回访，保证服务质量，另

外每年都会重新评估老人的身体状

况，协商制定新的护理计划。”康浦护

理站护士李秀秀说，当天她正在郎翠

菊家入户回访。

在专业护理员的精心照料下，郎

翠菊瘫痪的半身有了一些知觉，从

只能躺在床上变成可以起身坐在椅

子上。郎翠菊展示了她的右手，虽

然有些僵硬，但是勉强能够展开。

杨奇边给她按合谷穴，边说：“她的

手以前牢牢攒在一起，掰不开来

的。”邵女士说：“感谢长护险的政

策，我妈妈现在一天天好转起来

了。如果四年前就碰到杨阿姨，她

的情况会更好。”

郎翠菊笑着表示，今年春节她不

想再“躺着过年”，决定去女儿家过

节，“已经办好手续了，春节在女儿家

也有人来护理。”

住进养老院
只是换一种生活方式

“我是去年四月份住进来的。”90
岁的赵奶奶，右眼因为肿瘤做了摘除

手术，但整个人的精神头非常足。她

年轻时可是“老革命”，40年代当了四

年兵，后来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转业后又在公利医院做起了护士。

“我已经退休30多年啦。”老伴去

世后，“倔强”的赵奶奶选择去养老院

养老，“我只有一个儿子，不想再麻烦

孩子了。”为了让老人能够过得更充

实，新金桥金杨养老院为老人排了个

日程表：7点开始享用早餐，7点50分

庭院散步，8点半晨间护理，9点老年

早操，9点半茶歇读报，11点午餐……

“老伴去世后，我一度心情郁闷。现

在和同龄人在一起，氛围特别好，我

们天天打牌、唱歌、玩游戏，心情放松

了很多。”赵奶奶前几天还给儿媳妇

打了个电话：我今年春节要在养老院

过，不想回家了！

赵奶奶对养老院的设施和服务

也非常满意：“这里的消毒比医院还

严格！房间每周四紫外线消毒、每周

三毛巾消毒。进出养老院也要消

毒。而且，这里的护理员比护士还认

真……”护理员方阿姨告诉记者，赵

奶奶照护等级为四级，但是奶奶坚持

要自己洗澡，每天洗澡的时候，护理

员就在一旁仔细“盯着”，保证老人的

安全。

新金桥金杨养老院院长沈周佳

告诉记者，老人住进养老院，并不是

意味着和家人分离。工作人员会定

期和老人家属联系，将老人的近照和

身体状况告知家人。“我们也经常邀

请家属来养老院参加活动。”沈周佳

说，“去年国庆节，我们邀请了几位家

属一起观看阅兵式，老人们特别高

兴。”

同样，88岁的王远仁卖掉了 1公

里外的老房子选择来养老院养老。

他夫人去世十多年，子女不放心他一

个人在家，而子女家他又住得不顺

心：“进门要换拖鞋，垃圾怎么扔、洗

澡怎么洗，‘规矩’实在太多，人老

了，不习惯啦！”入住金杨养老院前

他已经考察了好多养老方式，“还是

养老院比较安心！我现在以房养

老，加上政府长护险的补贴，花销一

个月顶顶多 5000 元，生活过得滋滋

润润！”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继上海市推进政务服务“一网

通办”之后，办事便利再次升级。2020年 1月起，浦东新区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业务的参保登记申请、养老待遇申请、

变更登记等12项业务实行“零材料”办理。也就是说，市民

在办理该12项业务时，无需提供户口簿、户籍证明、银行卡

等原件及复印件，只需要一张身份证就能办理。

据了解，本次实行“零材料”办理的 12项业务，基本涵

盖了居保业务大部分日常事项。“零材料”办理指的是市民

只需要提供身份证原件就能办理相关业务，其他所需资料

如户口本、关系证明、死亡证明等由工作人员从数据库中

自行调取。如遇到数据库数据不全等情况，目前还实行

“容缺受理”服务，工作人员先行受理业务，市民可在后续

两周内通过快递等形式补充提交材料。市民办理该业务

的渠道除了各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外，“家门口”服

务站也能受理。

1月14日上午10点左右，记者在周浦镇社区事务受理

服务中心发现，有不少人前来办理居保业务。“真的很方

便！”张先生正在为妻子代办居保业务，“以前除了银行卡、

户口本，还要填一个代办委托书。现在我只要带她的身份

证就可以了。”王女士此前因为创业中断了几年缴费。“本

来以为重新缴费的手续很麻烦，今天只是来询问情况的。

结果没几分钟就重新缴上了费。”王女士高兴地说。

浦东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副主任周

怡表示，浦东新区“零材料”办理启动至今两周，通过区、镇

两级经办人员合力协作，业务受理总体有序，36个街镇现

已受理参保和缴费等 1715笔业务。“目前浦东居保参保人

数有 5万多，享受相关养老待遇的群体在 8万人左右。大

部分都是老年群体，‘零材料’办理后，他们不再因为材料

不齐而多次奔波。”周怡说，“除此以外，我们还通过村居协

办员等形式，帮助腿脚不便的老人办理相关业务，让更多

人参保。”

“零材料”办理还将有助于这个“托底”保险的全覆

盖。周浦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社会保障部负责人包

佩琴告诉记者，以前不少低保、无社会保险群体因为材料

麻烦等原因，不愿意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零材料”办

理后，也吸引了这些人参保。

（上接1版）2022年竣工后，该研发中心可容纳来自五

湖四海的1400名研发人员。

间隔一个月的时间，“法雷奥智能工厂项目”在金桥南

区举行了开工仪式。上海法雷奥公司是华域汽车和法国

法雷奥集团共同合资设立的全球领先的汽车零部件供应

商，是法雷奥集团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法雷奥动力总成

事业部在中国的重要基地，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汽车起动

机及发电机生产商。该项目预计将在2020年底竣工。

这些项目的陆续开工，将助推浦东汽车产业向高端

化、智能化领域加速转型。

为汽车人才实现理想
提供广阔舞台

浦东是上海汽车产业发展最重要的产业集聚区之一，

完备的汽车产业链、浓厚的汽车制造研发氛围，为汽车人

才实现个人发展和事业理想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经过多年发展，这里既汇聚了上汽5G智能网联汽车电

子创新中心、泛亚汽车研发中心等技术研发先驱者，又有

联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华人运通、华为智慧汽车解决方

案事业部、上海贝尔等整车及汽车核心零部件研发生产

者，更不乏几何伙伴、博世无人泊车研发测试基地等智能

驾驶领域的新生力量。

2019年 8月，上海临港智能网联汽车综合测试示范区

正式开园。这个拥有国内最长雨雾测试道路、最长GPS信

号隔绝隧道等设施的自动驾驶测试基地，成为国内“无人

车”技术的“竞技场”。一个月后，工信部和交通运输部联

合认定的全国首批3家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封闭场地测

试基地中，临港测试示范园榜上有名。

临港测试示范园开园首日活动上，一家名为华人运通

的企业大显身手，在园区进行了业界领先的自动驾驶测试

全场景演示。这家造车新势力公司2017年才在金桥成立，

专注于未来智能交通创新型出行。其首款量产定型车高

合HiPhi 1预计今年上半年将在北京车展展出，并在今年

下半年开始试生产。

在金桥，还有一家名叫黑芝麻的企业，专门从事自动

驾驶芯片的设计研发。在北京时间1月7日开幕的2020年

国际消费电子展（CES 2020）上，该公司展示了基于华山一

号A500芯片的最新产品和解决方案，为 2020年黑芝麻智

能驾驶产品商业落地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汽车产业是浦东首个千亿规模的产业，尽管如今面临

深度变革，但是从整车，到汽车零部件，到汽车测试，再到

智能网联汽车相关的软硬件设备，面向未来的汽车产业，

浦东已经蓄势待发。

浦东汽车产业：面向未来 百花齐放

12项城乡居保业务
实现“零材料”办理

浦东试点长期护理险两年 7.8万老人接受专业护理服务

晚年更有尊严 子女更加放心

仁济医院与联影共同打造

创新型分子影像
研发中心落户浦东

世界首台全景动态PET-CT将在仁济医院投入使用。 □叶佳琪 摄

■本报记者 杨珍莹

飞速发展的汽车电子技术，使汽

车在动力性、经济性、安全性、舒适性

以及智能信息化方面都取得了显著

的发展。上海英恒电子有限公司自

2001年在浦东新区成立以来，就定位

为集团中国区总部，一直潜心耕耘于

中国汽车电子行业。

伴随着中国汽车产业自主创新

的探索与成长，英恒电子目前已实现

了从创业者到行业引领者角色的转

变，可为整车厂提供完整的汽车电子

解决方案，帮助他们实现“产品化”

“量产化”。与此同时，英恒电子率先

通过技术引进并自主创新形成了一

系列符合汽车功能安全（ASIL C）的

新能源汽车产品，成为国内第一家通

过TUV（南德）认证的公司。

未来，瞄准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

联汽车行业带来的重大机遇，英恒电

子将利用浦东新区便捷及优质的营

商环境让中国汽车制造产业有机会

走出国门，与世界汽车强国同台竞

技。

融入新能源整车厂商
同步开发体系

物联网、5G、人工智能等技术的

发展，让传统的汽车产业正快速转向

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其中，汽车

的创新70%来源于汽车电子产品。

自成立以来，英恒电子始终瞄准

国际汽车强国的前沿技术，积极引进

国际前沿的汽车电子控制和芯片技

术，并与全球先进元器件、嵌入式软

件、工具链等供货商和技术公司建立

了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在

先进的汽车电子元器件方面，英恒与

英飞凌、松下、伊顿等国际一线品牌

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在嵌入式软件、

系统软件平台等方面，则与美国风河

系统等全球知名公司结成伙伴。

据英恒电子总经理陈铭介绍，目

前英恒电子已建立了全面的产品解

决方案组合，涵盖汽车电子部件三大

主要类别（车身控制、安全及动力传

动），以及新能源汽车——包括电池

管理系统（“BMS”）、整车控制器

（“VCU”）及电机控制器（“MCU”）三

大核心技术。

“这些技术组成了控制汽车的

‘大脑’，持续的投入和产出使我们稳

居汽车电子部件行业技术前端，并已

融入新能源汽车整车厂商同步开发

体系。”陈铭表示。记者了解到，英恒

电子经过 19 年的发展累积，已与上

汽、北汽、一汽、广汽、比亚迪等国内

众多知名的新能源汽车整车厂合作。

浦东是英恒引入
全球创新技术汇集点

浦东正全力实施产业能级、项目

投资、功能优势、土地效益、服务效能

“五大倍增行动”，力争打造五大千亿

级硬核产业。汽车领域的“老行家”

陈铭对此感受强烈，“浦东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非常开放的环境，今后英恒

电子也将会在这里持续加大投入，研

发更领先的技术，面向更广阔的市

场。”

根据规划，未来三到五年内新能

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将继续成为英

恒电子发展的主要战略，将开展新能

源汽车多合一总成控制系统、智能网

联汽车域控制器、77GHz 毫米波雷

达、驾驶员监控系统等重点项目。该

公司将大力发展人才队伍建设，预计

从目前的 800人发展为 3000人，并不

断创新技术，培养技术专才，进一步

推动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

“19年前，我们选择了在浦东设

立集团中国区总部，并把这里作为了

全球创新技术引入的汇集点。”陈铭

说，“事实证明，这个决定非常正确，

越来越多我们的合作伙伴也把浦东

作为了重要据点，国际合作在这里交

流起来非常顺畅。”

据悉，今年英恒电子还将在德国

设立分支机构，计划将欧洲先进的汽

车电子智能化技术引入中国，未来更

计划把中国智造的汽车电子产品销

往更多的国际市场，携手国产汽车品

牌一起提升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核心

竞争力。

英恒电子：从汽车电子领域创业者到行业引领者

提升中国新能源汽车核心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