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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数据显示，2020
届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874万，浦东户籍的

高校毕业生人数也超过1万人。如何在特殊

时期服务好毕业生群体？3月下旬，浦东新

区2020年应届毕业生在线就业服务月活动

启动，人社部门多措并举，为高校毕业生顺

利进入社会“保驾护航”。

“请问你最擅长哪个（编程）语言？”“谈

谈你开发过什么产品？”……昨日下午，位于

张江科学城的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

究院内，一场特殊的招聘会正在进行。会场

内，几名部门负责人和招聘负责人对着浦东

新区就业促进中心“云招聘”平台的大屏幕

提出问题，屏幕另一边，应聘软件测试岗位

的小吴在家中回答着提问。

作为我国微小卫星及相关技术领域的总

体单位之一，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

院现有科研和管理人员近600人，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学历者占88%，平均年龄34岁，对高质

量人才的需求很迫切。该研究院人力资源部

部长陈鸿星介绍，疫情期间研究院整个招聘

流程均通过在线完成，新区就促中心的“云招

聘”平台是招聘环节中重要的一块内容。“我

们对人才的要求比较高，在这样的平台中，我

们能吸引并找到我们需要的人才。”

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有3名应聘者成

功完成面试。“这样的面试方便了很多，我不

用花费时间来回奔波了，可以更好地安排自

己的时间。”小吴告诉记者。

一般的线下招聘会，追求的是“大而

全”，而浦东新区就业促进中心推出的“云招

聘”则相对“小而精”。“这样小型的招聘会更

有针对性，也更适合在移动端推出。”就促中

心职介服务科科长潘峰介绍，中心将举办各

类分层次、分类别、分行业领域线上招聘活

动。目前“云招聘”平台率先推出了6个行业

专场，分别涉及IT及数据服务、生物医药、现

代制造业、商贸服务业、汽车销售服务等。

记者点开“浦东就业”微信号中的“云招

聘”板块，进入“IT及数据服务产业专场”。

页面中，参与招聘的29家企业的相关情况一

目了然，点开企业页面还能详细查看岗位信

息。该专场招聘职位以软件工程师为主，工

资水平普遍在每月5000元至2万元不等。

潘峰介绍，未来“云招聘”平台还将举办

自贸区、国资国企、青联企业专场等有针对

性的线上招聘会。除了线上招聘会，目前该

平台还有“一码咨询”栏目，可以查询到人社

相关的各类政策。另外，线上服务专员也能

及时解答疑问。“依托这个平台，我们未来还

将推出更多服务。”潘峰介绍，就促中心计划

嵌入“在线求职技巧微课程”，指导应届毕业

大学生提升求职技能。另外，还将开发大学

生在线训练营服务，提高应届毕业生职场适

应能力。

今年，浦东对于大学生就业方面的支持

力度进一步加大。浦东将精准帮扶未就业

人员，并关注重点群体，确保家庭困难、零就

业家庭等两类群体实现100%就业。另外，

浦东还将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支持新的就

业形态。在事业单位、“三支一扶大学生”和

“社会工作者”招聘中，扩大招聘毕业生规

模，扩大基层就业规模。此外，深入挖掘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创造的就业机会，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平

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经济形态平台，支持

毕业生以新就业形态、灵活多样方式实现多

元化就业。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近日，上海研

制的“新冠病毒体外转录RNA标准物质”

被批准为国家标准物质，能有效评价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的准确性。研发人

员表示，目前正加紧生产，希望提供给更

多相关企业、研究机构使用。

记者昨日上午在位于张衡路的上海

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看到，研发人员正

在为几家企业、院校所需的RNA标准物

质进行“打包”并准备邮寄，将一瓶瓶装有

“新冠病毒体外转录RNA标准物质”的产

品放入特殊容器，再放入干冰盖上盖子，

“这几天有很多企业、研发机构等联系到

我们需要新研发出的标准物质，目前我们

每天能生产1000瓶左右，正想方设法加紧

提升产能，希望能进一步助力抗疫一线。

接下来也希望能开展一些国际合作，可以

根据需求支援国际疫情防控。”市计测院

化学所生物计量团队负责人刘刚表示。

据悉，目前市场上各家生物医药企

业研发出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已

经超过 100 种，但由于缺乏新冠病毒

RNA标准物质，无法对检测方法进行量

值传递和对试剂盒检测结果的准确度进

行评价，优质的国产试剂盒竞争力也无

法得到证明。为此，急需研制RNA标准

物质来评价这些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的

质量和准确度，为试剂盒检测结果的判

定提供准绳。

前期，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属

的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迅速落实科研

经费，组织优秀科研骨干力量组建专项

科研团队，在上海交通大学樊春海院士

等分析领域著名科学家团队的深度参与

和支持下，经过40多天日以继夜的反复

试验和改进，终于成功研制出了两种“新

型冠状病毒体外转录RNA标准物质”，

实现了对疫情核酸检测需求从“有没有”

到“好不好”和“准不准”的提升。目前该

标准物质在现有产能的条件下免费提供

给用户，优先支持抗疫一线的疾控、临床

等实验室，通过标准物质的传递，为全国

范围的生产企业和检测实验室提供计量

支撑。

谈起新获批的“新冠病毒体外转录

RNA标准物质”，刘刚解释其为一把“生

物标准尺子”。“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过程

中，核酸试剂盒是测量器具，而RNA分子

是检测目标，如果使用RNA标准物质，就

可以去验证核酸试剂盒对RNA分子的测

量是不是准确。”刘刚说。

据悉，原本一项国家标准物质从立项

研究到通过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审批获证，

一般需要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市市场

监管局副局长徐徕表示，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特意为上海开辟了绿色审批通道，创新

评审形式，大大缩短了国家级标准物质研

制周期，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为上海的标

准物质开展了多次验证测试，确保了全国

RNA浓度量值的一致性。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叶

真于）3月24日凌晨1时，来自疫情重点国

家的“中远海运银河”轮在洋山边检等口

岸查验单位和船公司、代理、码头公司等

各方的通力协作下，安全顺利地完成了10
名船员的登离船调换任务，这是上海市明

确国际航行船舶船员换班操作方案以来

洋山港首次完成批量船员调换任务。

中远海运船员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此次提前安排拟登船换班船员集中

隔离14天，在船舶抵港前即向口岸查验单

位提出船员调换申请。接到申请后，洋山

边检站提前了解船舶途经港船员登陆情

况，并将预警信息通报洋山海关。船舶靠

港后边检机关启动特殊勤务模式，将窗口

前移至码头“中远海运银河轮”梯口，先行

为5名接班船员办理了登轮手续。换班船

员在船上完成工作交接后，5名离船船员

经海关检疫排查无异常情况后准许离

轮。洋山边检站派出党员突击队民警在

船舶梯口靠前办理船员离船入境手续。

由于该轮于3月20日驶离上一港，5名离

船船员已在船上工作3日，完成调换手续

后集中乘坐转运专车直达指定地点统一

纳入属地管理，补足14天隔离观察期，全

程实现了调换、转运、隔离闭环管理。

3 月 24 日凌晨 5 时，“中远海运银

河轮”装卸完成10450标箱后起锚开航，

驶往宁波港继续装卸作业，之后将踏上

远赴欧洲的新航程。

本报讯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陈卫

锋）昨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

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与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签署合作协议，就信息共享、创

新支持、监管协同和日常联络四个方面 14
项内容达成共识。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临港新片区管

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朱芝松，浦东

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吴金水致辞，并启动

一体化平台与司法数据系统对接；临港新

片区管委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主任吴晓

华，浦东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金民珍共

同签署合作协议。活动上，上海浦东法院

还发布了落实协议的十项举措。

探索实现“1+1＞2”协
同效应

双方表示，此次签署合作协议，旨在

遵循平等协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原则，

在涉临港新片区制度创新和风险治理方

面开展深度合作交流，共同推进临港新片

区建设，从而有效发挥“1+1>2”的协同效

应。

合作协议内容分为信息共享、创新支

持、监管协同和日常联络四大方面。在信

息共享方面，双方将建立信息交换共享机

制，建立临港新片区司法数据对接平台，

并且丰富数据共享形式和方法。

在创新支持方面，双方将建立联席会

议制度，联合开展制度创新前瞻研究。同

时，浦东法院将以临港新片区审判站为依

托，通过设置专业咨询窗口、现场办公、定

期上门等形式为商事主体提供优质高效

的司法服务，努力满足企业纠纷解决需

求。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会将新的司法需

求、市场发展动向、纠纷解决效果及时向

浦东法院反馈并提出工作建议。

在监管协同方面，双方将建立纠纷协

同化解机制、强化金融协同监管、强化知

识产权协同保护、支持新片区行政管理体

制机制创新、协同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

设、推进重点领域司法数据评估。

在日常联络方面，通过确立日常工作

对接部门、联络人，建立长效联络机制。

此外，将进一步加强人才交流，加快研究

成果落地转化，提升各自工作效果，营造

和谐共进的良好氛围。

发布十项举措落实合
作协议

会上，金民珍通报了《关于落实临港

新片区管委会与上海浦东法院合作协议

的十项举措》。

具体来看，十项举措包括深度开发应

用自贸区司法大数据系统、进一步发挥

“诉讼、调解、仲裁”一站式纠纷解决机制

功能、研究制定自贸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指数、发布涉新片区金融审判白皮书、实

施涉新片区非诉行政执行案件专项审判

等。

此前，浦东法院对标最高标准、最好

水平，已推出多项司法保障举措，揭牌涉

外商事纠纷“诉讼、调解、仲裁”一站式解

决工作室；挂牌成立自贸区法庭和自贸区

知识产权法庭临港新片区审判站；与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

布上海浦东法院服务保障浦东新区改革

开放再出发的十项重点工作举措等。

今年浦东户籍高校毕业生超万人

“云招聘”平台精准服务大学生就业

洋山港首次完成批量船员调换

核酸检测试剂盒质量评判有了尺子
上海研制“新冠病毒核酸标准物质”获批

■本报记者 张琪

有一种特别打动人的东西，在李晓

静身上。是什么呢？直到多次与正在金

银潭医院的她连线后，记者才明白了：是

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生命的敬重，是对人

民深深的爱。

3月 8日，一个她照顾了很多天的中

年男性患者去世了，李晓静写下了一段

日记：每次进到病房看到你，总是想安

慰，给你希望；每每喂你饭，你总是拒绝，

我分明看到你眼里熄灭了抗争的火焰。

你是谁的父亲？你是谁的爱人？上午还

握着你的手，下午就听说在抢救你，只有

两小时啊，你的生命就消失了。整理你

的遗物的时候，看见你的皮夹里存着你

爱人的身份证，才知道她已经在另一个

世界等你。

李晓静是大年初三奔赴武汉的上海

援鄂医疗队领队，带领的是上海援鄂医

疗队伍中唯一一支纯护士的 50人队伍。

前线吃紧，深夜出发时只有绿皮火车可

乘坐，然而，再简陋的条件也不能降低高

昂的士气，她说：“我带的兵都是好样

的！50个人来自全上海各家医院，最小

的 1996年出生，最大的 1969年出生，平

均35岁。”

第一天进病房，她就注意到一个 50
多岁的男患者，尽管病得很重，却有着满

满的求生欲，“与他同样情况的患者一个

个走了，他还是坚持着，哪怕多吃一口饭

也向我报告：医生，我今天又进步了！”李

晓静几乎有点哽咽，“当他脱机（呼吸机）

的时候，整个护理团队都欢声笑语，一个

意志力坚强的患者也能给医护人员带来

信心和快乐。”

17年前，还是现役军人的李晓静去

过小汤山，然而，新冠疫情还是震撼了

她。“SARS患者病得都很重，死亡似乎是

顺理成章的。而这一次，有些人是忽然

病情恶化的，这让医护人员充满无力

感。”她写道：从医20余载，见过无数次生

死离别，从没有现在这样凄凉。只恨病

毒无情，剥夺了家人陪伴的权利。传染

病，最无情的就是家人不得不远离，而李

晓静团队做的最认真的就是陪伴，像家

人一样，把自己的牛奶、饼干拿出来；像

家人一样，握着患者的手，以予患者一个

个鼓励、一个个安慰。

3月24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从 3月

25日零时起，武汉市以外地区解除离鄂

通道管控，从 4月 8日零时起，武汉市解

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封闭了两个

多月的武汉，终于即将解封！战斗进入

扫尾阶段。正如李晓静说的：“窗外，玉

兰花开，武大的樱花也开了，我坚信，有

了所有人的努力，我们一定会胜利。”

在上海奔赴武汉的医疗队之中，有一支纯护士的50人队伍在大年初三驰援武汉，带队

的就是李晓静。从上海出发时，她站在绿皮火车的门口，敬了个军礼。 □萧君玮 摄

研发人员正在分装部分企业、院校所需的“新冠病毒体外转录RNA标准物质”。

□本报记者 蔡丽萍 摄

“有了所有人的努力，我们一定会胜利”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与浦东法院签署协议

在制度创新和风险治理方面开展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