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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严静雯）昨天下

午，浦东新区“5G技能湾”启动暨“5G
技能人才培养基地”揭牌仪式在金海

路18号天物空间举行。作为浦东新区

首个“产业+技能”和“产教融合”为一

体的技能品牌基地，“5G技能湾”是浦

东新区加快培养技能人才的又一重要

举措，也是全市首个与5G产业相结合

的技能人才培养基地。

探索5G人才培养新模式

目前，金桥地区有 5G人才约 5万

人。如何让存量企业插上5G的翅膀，

并吸引更多 5G企业、5G人才融入金

桥？“5G 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将围绕

“5G+未来车、智能造、数据港”等硬核

产业发展需求，融技能人才培养、等级

认定评价、就业创业见习、政策咨询服

务、竞赛展示交流等五大功能于一体，

为5G产业发展培养技能人才。

记者看到，天物空间的“5G 技能

湾”内充满了5G元素：书店有5G相关

书籍、还有 5G 沙龙、直播中心等配

套。华为上海 5G创新中心还在天物

空间设了一个办公点。相关负责人介

绍，中心在金桥地区布局了三个点，将

和园区内企业进行技术对接、组织相

关技能培训，此外，中心还和设立通讯

专业的高校进行合作，培养新一代 5G
创新人才。

据了解，此次启动的5G技能人才

基地采用“一核多点，服务产业”的建

设模式。“一核”指以特定物理空间为

载体，承担技能人才培养服务核心功

能和品牌营造。“多点”指紧密结合区

域内产业和企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

开设技能培训课程，建立就业创业见

习基地，通过技能培训和岗位实践，实

现技能培训和产业发展无缝对接。

目前，基地已组建“上海智链数字

技能协同培训平台”，同步筹建“上海

数字智能技术与职业技能发展研究

院”，加强 5G 应用技能培训发展研

究。并指导符合条件相关企业申报

职业等级认定评价主体，经备案通过

后按规定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评价

活动。

当天，网达软件、环球数科、华为

上海5G创新中心等5G相关企业成为

首批就业创业见习基地，将吸纳上海

高校毕业学年学生、离校未就业青年

等开展就业创业见习活动。5G技能

湾建立“人才驿站”服务空间，辐射金

桥及周边企业，可提供人才引进、积分

落户、职业培训、就创业等业务帮办、

政策咨询服务。同时，搭建竞赛展示

交流平台，可承办技能比武竞赛、主题

论坛、人才就业创业服务等活动。

未来，5G技能人才基地将持续跟

踪国家新基建发展进程，研究5G应用

产业发展，预测产业技能培养需求，制

定 5G技能人才培训计划，助力 5G产

业应用新技术、新职业发展，优化产业

服务生态环境。

集聚更多5G顶尖人才

“我们非常需要5G顶尖人才！未

来我们会深入参与人才培养项目。”会

上，一位参会的企业代表介绍。浦东

要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聚焦优势

产业，全面完成经济发展目标任务，迫

切需要更多技能型人才，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今年，上海市在浦东金桥成立首个

5G产业生态园，打造全球知名的5G产

业发展高地和应用创新策源地。5G产

业发展需要健全的产业生态，人才是核

心要素。随着超高清、大数据、人工智

能、虚拟现实和万物互联等技术相互融

合，5G应用场景日益增多，新兴岗位日

益涌现，浦东将迎来大量、多层次的5G
应用产业技能人才需求。为加强浦东

5G产业技能人才培养，浦东新区人社

局联合自贸区金桥管理局，聚焦产业人

才需求，发挥人才政策优势，在浦东金

桥建设“5G技能人才培养基地”，打造

“5G技能湾”品牌。

据了解，浦东新区在“5G技能湾”

的基础上，下一步将围绕浦东“六大硬

核产业”发展需求，继续联合浦东重点

产业园区和企业集团，全力打造技能

人才综合培养平台，提升技能人才培

养与产业发展契合度，不断形成并扩

大品牌效应。

本报讯（记者 洪浣宁）昨日上午，市委常委、区

委书记翁祖亮走访托克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和纽迪

希亚生命早期营养（上海）有限公司，深入了解企业发

展情况，倾听企业需求，帮助企业心无旁骛实现更好

发展。

在两家企业，翁祖亮详细了解企业经营情况和下

一步发展战略，倾听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翁祖

亮说，面对疫情的影响，浦东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

势头，上半年经济加快企稳回升，多项指标逆势上扬，

尤其是市场主体保持活力，新设内资企业数量和实到

外资都实现了明显增长。翁祖亮说，企业的集聚和能

级提升充分说明了市场主体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浦东

将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持续

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更加

主动精准地做好安商稳商招商和助企发展工作，全力

支持各类企业在浦东发展壮大。

副区长杨朝参加走访调研。

本报讯（首席记者 符佳）“韩老师，我今天上午

在第一教学楼自测体温 37.5℃，现正在前往第六人民

医院东院的路上。”昨天下午，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辅导员韩照坤接到了学生小贾（化名）的电话。

“收到！请务必做好自身防护，到医院后及时将医生

诊断告诉我……”韩照坤放下电话，立即填写《发热人

员情况统计表》，并上报给校门诊部。

这是一场高校新冠疫情防控应急演练，也是上海

市高校首次与医院、疾控中心、社区合作演练。

演练中，上海海洋大学各职能部门在学校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指挥下，按照职能分工、密切

配合。浦东新区卫健委、临港管委会、上海六院东院、

浦东新区疾控中心第六分中心、卫监所临港中队、芦

潮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派出人员对演练进行指导，

临港区域的其他高校也派员前来观摩。

据介绍，九月开学季临港新片区 5所高校的学生

已陆续返回校园，学生、教学、管理人员、第三方服务

人员数量大，校园疫情防控需更加细致到位。通过这

次演练，各校可以把现场管控、转诊交接等各环节想

得更细、更实一些，确保防疫工作准备万无一失。

据悉，上海海洋大学的开学准备工作明确提出

了“十个一”，其中就包括“开展一次演练，以最好的

状态接学生回‘家’”。而自 9 月 17 日起，该校还将

迎来 2017 级、2018 级、2019 级及 2020 级学生。“我们

将坚持底线思维，慎终如始，时刻紧绷疫情防控这

根弦。”上海海洋大学党委书记吴嘉敏说，以最好的

状态迎接学生回“家”，学校将切实担负起疫情防控

主体责任。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浦东已进入第六届全国

文明城区创建迎检冲刺阶段，全区上下全力落实各项

迎检工作。昨天上午，浦东创城领导小组实地检查组

前往部分集贸市场开展检查，并随机抽取周边部分小

区，检查宣传氛围、环境卫生等迎检落实情况。区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唐劲松参加。

当天，检查组一行先后来到江南山水菜市场、福

山市场、兰陵集贸市场，就市场的环境是否整洁、厕所

是否干净、消防设施是否定期检查等情况进行了检

查，整体情况良好。检查组又随机前往每个集贸市场

周边的背街小巷、部分小区开展迎检情况检查。结果

显示，整体情况良好，但仍存在一些短板需要改进。

比如部分道路地面不平整，存在积水现象，乱停车现

象还时有发生；部分小区楼道堆物现象严重，个别住

户的堆物堵住了消防通道，个别非机动车在楼道内

“飞线充电”；部分小区创城宣传标语不醒目，小区绿

化带中存在乱扔垃圾、乱堆物现象等等。

检查人员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向点位所在街道进

行了反馈，沪东新村街道、陆家嘴街道、南码头路街道

表示将加快整改，并注重落实常态长效管理。据悉，

为了严格落实创城要求，3个街道全面部署、全员发

动，特别是针对集贸市场、周边社区等重要点位着重

加强了管理。

本报讯（记者 章磊）今年是上海

市林荫道建设的第十年。近日，上海

市22条道路被正式命名为“上海市林

荫道”，包括浦东新区的临沂路、兰陵

路及昌里路等三条道路。新区绿化管

理事务中心介绍，浦东目前已成功创

建22条林荫道，优化了城市道路环境

面貌的同时，为市民进一步营造宜居

氛围。

根据《上海市林荫道建设导则》，

上海市林荫道所选树种应适合上海的

气候特点，具有较强的抗逆性和吸污、

降尘功能。此外，上海市林荫道正承

载越来越多功能，比如通过“彩化”，妆

点所在道路的春色、秋色。因此悬铃

木、银杏、日本晚樱等春天开花或秋天

色叶的树木被作为行道树大量引入。

新区本次成功创建的三条林荫

道，分别为兰陵路（东方路—临沂路）、

临沂路（东方路—东三里桥路）和昌里

路（洪山路—云台路）。三条道路均选

用了悬铃木，冠大荫浓，既能挡“日

头”，又能赏景观。相关负责人介绍，

林荫道改造事宜纳入了《2020年浦东

新区实事项目》，在确保达到《上海市

林荫道评定办法》各项标准的基础上，

实现虫口率小于 5%，树穴平整无撬

动、树干光洁无大块危害现象，树冠遮

蔽率达到95%等详细标准。

除了创建林荫道，上海更致力于

打造“林荫片区”，将单条林荫道“连线

成片”，使生态功能效益进一步辐射扩

大。目前，绿化部门已先后建成十大

林荫片区，其中就包括由昌里路、洪山

路、云台路、德州路围绕而成的周家渡

林荫片区。

新区绿化管理事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后续将要求养护公司落

实专人专管，并不定时对创评路段进

行抽查，维持确保林荫道创建成果，同

时还将加强宣传，让更多市民了解并

共同参与林荫道创建工作，形成自我

管理和社会监督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走在川

沙新镇连民村的鹿湖路（鹿湖东路-
六奉公路）上，倚靠“玫瑰里”花海。

近处河湖相连，清波荡漾；远处水天

一色，白鹭翻飞，一栋栋漂亮的民宿

掩映在绿野深处，令人流连忘返……

昨天，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委、市

文化旅游局和市交通委联合主办的

“上海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特色线

路暨最美乡村路发布仪式”上获悉，

连民村鹿湖路等十条农村路一起被

评为2020年上海最美乡村路。

据介绍，根据“建好、管好、护

好、运营好”农村公路的目标，近年

来上海全面推进农村公路提档升级

改造，建成了一批服务功能完善、设

施品质优良、示范引领作用明显的

“四好农村路”示范路。上海市道路

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施小忠告

诉记者，这 10条路全部来自全市 71
条“四好农村路”示范路，经过一个

多月时间的各区推荐及网上票选、

专家评审，最后评出这 10条。其中

既有网红打卡的旅游路，助力经济

的产业路，也有科技创新的智慧路，

还有休闲宜养的文化路等等。在满

足了农村地区生产和生活需求的同

时，还带动了郊区现代农业、休闲观

光农业、郊野公园的快速发展，助力

农村经济发展，增强了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

上海云程旅游公司的项目经理

蔡峰表示，目前从国庆旅游预定情况

来看，城市周边游数量较多，其中骑

行和乡村民宿比较热门，而这次 10
条最美乡村路也将列入郊区旅游项

目的推广中。

施小忠表示，“十四五”期间本市

还将继续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

制改革，全面推进农村公路“路长

制”，不断创新农村公路建设理念，促

进农村公路转型发展、可持续发展。

坚持绿色发展，节约集约利用资源，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实现路与自然和

谐共生；坚持融合发展，促进“农村公

路+”多元融合发展，全面拓展农村

公路服务功能附加值，着力打造美丽

致富的“交通经济走廊”；坚持智慧发

展，运用新技术、新手段不断提高管

养水平，推进信息化手段的应用，促

进农村公路转型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呼叫值

班室！安检口发现一名体温异常的乘

客，需进行体温复测。”站厅工作人员

接到信息后，立即将其带至5号口外的

临时观察点进行人员交接，并做好信

息登记。

昨天上午，在徐泾东地铁站内，开

展了一场地铁疫情防控专项演练，现

场模拟了站内发现乘客体温异常、进

站未佩戴口罩、出现身体不适等突发

情况的应急处置。

今天，距离第三届进口博览会开幕

还有49天。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防

控防疫是今年进博会交通保障工作的

“重中之重”，将在前两届进博会交通保

障“精准、有序、可控”和出行体验度提升

目标的基础上，切实做好防控防疫工作，

做到“进得来、出得去、行得畅、防疫好”。

据悉，前期市交通委制定了《第三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公共交通疫情

防控工作方案》，严格落实“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要求，结合进博会大型国际

展会特点，制定完成交通行业疫情防

控工作方案和操作指引。同时，交通

保障部门强化与市卫健部门、进博局

及属地部门等联动联防，统筹考虑、精

准防控，轨道交通、地面公交、出租汽

车、包车客运、停车管理等各交通子系

统形成各自专项疫情防控方案的同

时，统筹考虑科学性和可实施性，布设

测温点。尤其是进博会管控区内停车

场，作为交通保障各项服务的落脚点，

实施“一场一方案”，针对性地制定检

疫岗位、观察点等疫情防控措施。

除此之外，各项交通保障工作也

在紧锣密鼓进行中。

全市首个5G产业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在浦东成立

“5G技能湾”为5G产业“造血”

浦东新增3条
市级林荫道

鹿湖路入选上海十大最美乡村路
美丽乡村路带动产业发展 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川沙新镇连民村鹿湖路一景。 □本报记者 郑峰 摄

地铁安检口发现体温异常乘客怎么办？
交通部门开展疫情防控专项演练

翁祖亮走访企业

以最好的状态
迎学生“回家”
上海高校首次与社会联动进行防疫应急演练

创城迎检进入冲刺阶段

浦东就集贸市场
及周边社区开展检查

检查人员在记录发现的问题。 □施宇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