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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ANG 临港新片区

■本报记者 陈烁

作为上海住总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总工程师、历史建筑保护研究室主任，

张健明深知历史建筑保护的重要性和重

要意义。多年来，他将全部热情和精力都

投入到历史建筑保护修缮的实践和研究

中，参与了多项土遗址迁移、历史建筑保

护修缮的建设。

一项项优秀的历史建筑保护修缮项

目，都凝结着张健明作为项目经理和现场

施工技术总指挥的心血。在这些过程中，

他发挥技术特长，攻克了多项技术难点，

用心守护和修缮着历史建筑。

改造工程获院士认可
市领导“点赞”

2015年 3月，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国大

戏院启动了保护修缮工作。这个承载了

80余年历史的上海老建筑，在接受改造之

前早已不复当年风貌：一层已经被租，二

层以上也变为了电影放映厅，建筑周边环

境混乱，各种管线电缆错综复杂。

由于剧院结构历经改造，只能在确保

三面临街，一面与居民楼相连的外墙完整

保护和安全的前提下对建筑的结构进行

替换，拆除建筑内部所有混凝土框架结

构，即“热水瓶换胆”，同时还需在建筑物

内部沿外墙体边开挖地下室。

在施工期间如何保证外墙体的安全

稳定，是摆在张健明面前的一大难点。就

连中科院院士郑时龄来现场参观时都不

由得感叹道：“中国大戏院改造工程的‘热

水瓶换胆’施工，属上海市迄今为止难度

最大的工程！”

为了解决这一难点，张健明带领团队

主持编制了拆除、临时支撑加固及新老结

构替换等各类专项方案，经过反复斟酌、

修改，并在实施过程中亲赴现场监督和指

挥，最终保证了该工程的圆满竣工。

2019 年，该工程荣获了浦东职工科

技创新成果入围奖，张健明也因此荣获

2019 年度浦东职工科技创新英才入围

奖。

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建设项目中，

张健明丰富的施工经验和精湛的专业水

平再一次得到了完美体现。由于两栋文

物建筑中间要新建地下室，为保证施工

期间两栋建筑的结构稳定，张健明结合

地基基础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编制

了专项方案，西楼基础采取了预压力锚

杆静压桩托换加固。考虑到新建地下室

围护施工时大型机械对两栋建筑的扰动

较大，选择GP小型机械进行钻孔灌注桩

施工，同时采用了先进工法进行围护施

工。在施工期间还实时监测两栋建筑的

变形情况，确保了变形的实时可控。

通过对技术难点的巧妙处理，该工程

不但顺利完成，还得到当时上海市领导的

充分认可和赞赏。

推动行业进步和技术
传承

为了使自己在工程实践中的丰富经

验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张健明带领公司科

研和技术团队编写和传承了许多历史建

筑修缮的工艺、方法，并加以推广使用。

自 2014年起，他还多次参与国家及行业

规范的编制。

近年，张健明参与了多项课题的研

究和发布，包括《降低机械切割、牵引对

土遗址表面的扰动》《明代城墙砖墙体修

复技术的控制》等，并荣获了全国和上海

市 QC 成果一等奖，2015 年他更被评为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先

进工作者”。

除此之外，张健明还参与编著了《近

代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实录丛书》。其中，

作为第一撰稿人编著了《百年沉浮——南

京扬子饭店保护修缮纪事》和《饱经沧

桑——上海历史博物馆保护修缮》。

2019年，张健明参与的《历史建筑精

准勘查与保护干预的一体化综合技术》科

研课题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020年被上海市房屋管理实事立功竞赛

领导小组授予“建设功臣”称号。

数不清的挑灯夜战，每一份著作的几

易其稿……都是因为张健明明白，历史建

筑的保护不仅仅要靠个人的努力，更需要

整个行业的进步和发展。

作为公司历史建筑保护研究室主任，

张健明深知技术传承的重要性，非常重视

人才培养工作，他在工作中参与师徒带教

活动，注重培养青年人才对传统技艺的学

习和理解，在重要项目的关键工序施工时

对年轻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指导、教学，对

于重要修缮工艺进行专业培训，为培养专

业人才倾注无数心血。

■本报记者 陈烁

最近，临港居民总是喜迎各种“开

业”。先是宜浩欧景生活市集开业，紧接着

大润发旗下超市“fa-store”也在宜浩欧景商

业中心开业，让这里很是热闹了一把。

除了社区商业不断“出新”，一座楼

里涵盖社区事务受理中心、为老服务中

心、文化艺术中心的申港社区公共服务

中心，也持续给居民们带来便利。与此

同时，更多的医疗、教育等资源在源源不

断导入新片区，共同提高着这座海边新

城的宜居指数。

社区商业带来家门口的便利

宜浩欧景生活市集是 2020年南汇新

城镇实事项目之一，该市集面积约1900平

方米，位于宜浩欧景商业中心一层，以传

统菜市场经营范围为基础，运用具有设计

感的装修，以及现代化的规划和管理，汇

集生鲜、果蔬、干货、生活配套等多种业

态，打造品质、时尚、卫生、规范的“家门口

的集市”，为主城区居民带来“15分钟生活

圈”的便利。

开业当天，一大早门口就排起了长

队，场面很是火爆，很多商品被“一抢而

光”，显示出了临港居民对家门口便利的

热情期盼。

在生活市集开业仅 4天后，位于宜浩

欧景商业中心二楼的大润发旗下超市

“fa-store”又盛大开业。在此之后，欧景小

镇首批签约的12家品牌商户即将入驻，其

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阿新海鲜”。另外，

桔子水晶酒店也在不久前开业。所有这

些，都让宜浩欧景商圈丰富起来。

距宜浩欧景商圈不远处，还有宜浩佳

园商圈。这里，联华超市临港竹柏店在今

年1月开业，百联临港购物中心也在今年4
月签约入驻。

更多的商圈在完善临港新片区的社

区商业配套。目前新片区已建成了古棕

路、方竹路、竹柏路商业圈和宜浩欧景商

业街等商业设施，并在滴水湖地铁站开办

了乐乐市集，沿湖布局了“滴水客厅”和

“湖畔客厅”商业项目，打造高品质城市会

客厅和市民休闲餐饮好去处。

一条路满足居民所需

这几日，茉莉路成了新片区一条很

“火”的路，这条路不足两公里，却满足了居

民们从养老、医疗、教育到商业、交通、文体

等几乎所有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茉莉路是临港主城区的一条生活型次

干道，北至花柏路、南至橄榄路。去年，全

长 1.7公里的茉莉路作为临港地区首条景

观提升示范道路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改

造后的茉莉路，已不单单局限于通行功能，

更是一条缤纷多彩的宜居生活廊道。

随着冰厂田滴水湖幼儿园、明珠临港

小学、建平临港小学和世外临港实验中学

等高质量的公办学校落地，茉莉路周边形

成了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体系。

申港社区公共服务中心虽然在竹柏路

上，但距茉莉路口不过约200米，这里有南

汇新城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申港社区为

老服务中心、申港社区文化艺术中心，可以

方便居民办理事务、老年人社区养老、居民

参加各种文化活动，让居民真切体会到“家

门口的便利”，成为“宜居临港”的缩影。

宜浩佳园生活广场内，则有申港社区

预防接种点和社区卫生服务站，涵盖检

验、妇幼保健等卫生服务，解决了社区内

孩子就近免疫接种的民生问题，使居民在

“家门口”享受公共卫生服务。

不断充实“15分钟生活圈”内涵

各种生活配套的完善，正逐渐让临港

这座海边新城更宜居、更有活力。根据临

港新片区管委会社会发展处的数据，新片

区揭牌至今，建成并新开办 8所学校，3所

学校竣工验收；已开工建设养老院2家，新

增床位 808张；到 2020年底预计新增商业

面积12.25万平方米。

养老、医疗、教育等资源的不断增加，

充实着新片区“15 分钟服务圈”的内涵。

以临港地区第一家三甲医院上海市第六

人民医院东院为例，在临港的这几年里，

六院东院在发挥着本院作用的同时，还牵

头成立了“六院东院-临港医联体”，建成

了区域资源共享中心，有效缓解了区域内

市民看病就医难题。

现在，临港新片区还在进一步努力打

造高品质15分钟社区生活圈，高标准建设

和配备市民生活所需的基本服务功能与

公共活动空间，加快规划建设公建配套学

校，加大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力度，健全公

共卫生服务体系，规划布局和引进专科医

院，为市民在家门口消费、办事、养老、上

学、就医提供更便利、更优质的配套服务，

不断提高新片区宜居度和吸引力。

本报讯（记者 陈烁）近日，临港新片

区管委会发布了新版的《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集聚生物医药产

业发展若干措施》，以加速促进临港新片

区生物医药产业的集聚和高质量发展，推

进临港新片区生物医药创新体系。据悉，

这是在2019年10月发布措施基础上进行

修订的2.0版。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高科处副处长陆

瑜介绍，新片区的产业政策会根据产业的

发展和企业的诉求不断更新升级，此次推

出的升级版生物医药扶持政策就是听取

了大量企业提的新要求，汇总了国内各个

区域的好政策而形成，使临港新片区的政

策一直保持在国内最优体系中。

比如，2.0版政策中，加大了对生物医

药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建设的支持

力度。其中明确，支持对临港新片区生物

医药产业发展具有全局带动和重大引领

作用的产业项目建设，按照项目总投资的

10%-30%比例给予支持，最高支持金额

不超过5亿元。

“我们发现在新片区布局的医药项目

投资规模都比较大，所以在这方面提高了

支持力度。”陆瑜说，“原来的支持上限只

有1亿元，这次一下子提高到5亿元，是很

大的一个突破。”

另外，2.0版政策中针对研发的支持

政策更加细分，根据不同企业的药品研

发的不同阶段，给予不同尺度的扶持，使

政策的匹配性精准性更强。比如，根据

新版政策，对第 I 类化学药、I 类生物制

品、I类中药及天然药物，按实际投入研

发费用的 40%予以资助，其中又详细规

定，取得临床批件的，给予最高不超过

800 万元资助；完成 I、II、III 期临床试验

的，分别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2000 万

元、3000万元，单个企业每年资助最高不

超过 1亿元。

在支持企业规模化发展、取得生产批

件与上市销售许可、委托新片区内生物医

药企业生产、鼓励企业开拓市场、取得专

业资质认证等方面，新政策也都提出了不

同额度的奖励、资助或补贴。

▶▶在中国大戏院、上海市历史博
物馆等一项项优秀的历史建筑保
护修缮项目中，都凝结着张健明的
心血。作为上海住总集团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历史建筑保
护研究室主任，多年来，张健明将
全部热情和精力都投入到历史建
筑保护修缮的实践和研究中。他
还表示，历史建筑的保护不仅仅要
靠个人的努力，更需要整个行业的
进步和发展。

用工匠精神守护城市与历史
——记上海住总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张健明

张健明 □吴慧全 摄

新片区打造高品质15分钟生活圈
居民在家门口就可消费、办事、养老、上学、就医……

临港新片区发布
2.0版生物医药产业政策

本报讯（记者 陈烁 通讯员 何宝

新 陆晓青）日前，随着全球首艘具有自航

能力世界独创Fast4Ward“通用型”海上浮

式生产储油船（FPSO）完工离厂，至此，上

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今年前 8个月完

工交船共 21艘/座，总量累计达到 355万

载重吨，同比增长 10%，位居全国各船企

之首。

今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彻底打乱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和节奏。在困难面前，坚持疫情防控、复

工复产两手抓，实现交船多点开花、造船

重点突破。据统计，今年，外高桥造船交

付的产品包括 CJ50 型海上自升式钻井

平台、平台供应船（PSV）、40万吨超大型

矿砂船（VLOC）、超大型 FPSO，以及纽

卡斯尔型散货船、好望角型散货船等共

21艘/座，为全面完成年度生产计划夯实

了基础。

其中，备受关注的中国船舶集团“一

号工程”——首艘国产大型邮轮项目，在

设计建模、生产建造、成本管理、设施配套

等多个方面齐头并进，并取得一系列突

破。3月份实现连续生产，目前已有 137
只结构分段正在建造之中，占全船分段总

数的 21%，其中 6 只分段已完成涂装作

业。5月份，分段预舾装工程全面启动。

8月份，第一个机舱分段如期进入总组新

阶段。邮轮管子开工制作、薄板分段通过

连续开工转阶段审核、L3 Mock up（实船

样板分段）内装二期工程如期开工。详细

设计完成 69.9%，物资采购完成 76.6%。

同时，邮轮专用船坞接长、薄板中心厂房

等船厂适应性改造项目先后完工交付。

一批里程碑节点的有序推进实施，为年底

下坞搭载总装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外高桥造船今年前8个月
累计交船355万载重吨

随着宜浩欧景生活市集等商业业态的开业，临港居民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 □楼明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