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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港新片区

“临港之眼”实时监测 无人机队日常巡逻 智慧系统高效处置

临港城市治理向数字化转型
临港新片区新增
15万平方米商业面积

■本报记者 陈烁
“霸王级”寒潮过去，晴好天气又回
归主角。寒潮期间，位于上海最东南角、
比市区温度还要更低的临港新片区安然
度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一切安好
的背后，有一班人马和系统在高度紧张、
一刻不停地关注着临港主城区的各个角
落，以在有紧急情况出现时第一时间反
应和处置。
这里面，由“临港之眼”、无人机组成
的城市感知系统，以及城市综合管理系
统、社区治理系统，通过观、管、防三个视
角发挥着作用，努力推动新片区的城市治
理向数字化转型。

及时感知每一个角落
最近，在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18 层大
楼楼顶的鹰眼全景跟踪摄像机引起了很
多关注。这个鹰眼全景跟踪摄像机，有一
个酷酷的名字：
“临港之眼”
。
“这个摄像机可以做到 40 倍变焦，比
普通摄像头更高清。”临港新片区城运中
心工作人员介绍，城运大厅的大屏幕上
360 度显示的临港主城区高空俯瞰画面，
就是由
“临港之眼”看到的。
“临港之眼”不
仅看到一切，还以增强现实技术为依托，
在画面中以 AR 标签标注低点摄像机、智
感设备、报警柱、景区、建筑物、商场、酒
店、厕所、公交站、路灯等静态资源，后台
对接 4G 执勤装备、无人机等活动资源，可
以实时监测是否有异常行为或警情。
“临港之眼”发现警情后，指挥中心可
在线呼叫附近执勤力量快速处置，或者采
用自动派单的方式实现问题的闭环处
置。在刚过去的寒潮中，
“临港之眼”就发
现了环湖西二路与楠木路交叉口附近的
绿化带旁一处消防栓出现渗水，城运中心
工作人员立即通知相关单位带队抢修。
据了解，未来，新片区还将在产业园
区、旅游景区、住宅小区、大学校区、临港
城区、洋山港区等定高点架设 AR 全景摄
像机，并且还考虑将视频画面在各种大
屏、手机上直播。

临港新片区城运中心内工作人员通过大屏幕关注着临港主城区的各个角落。

除了
“临港之眼”，新片区还有一个无
人机队，作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个重要
辅助手段，灵活机动、快速高效。据介绍，
目前新片区已有 7 台无人机库，实现了 72
平方公里主城区的全覆盖，可在日常巡飞
时自动统计人数、车辆数的情况，目前已
在垃圾检测、违章停车等城市治理方面发
挥作用。未来，新片区还将努力打造全国
无人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示范区域。

兼顾城市管理和社区治理
“临港之眼”和无人机，带来了城市的
感知能力，与此同时，新片区还通过城市
综合管理系统和社区治理系统，达到最终
的城市治理目的。
城市综合管理系统是为综合执法大

□本报记者 陈烁 摄

队打造的勤务指挥平台。临港新片区区
域面积大、执法业务条线多，使用传统的
执法工作模式及纸质手工的管理手段，难
以满足工作需求。
因此，新片区在集中行使承接的事
权过程中改革创新，开发出城市综合管
理系统。该系统统一使用“行政执法专
用章”电子印章，对原有工作模式系统性
改革和流程优化，高效透明，全程无纸化
办案。整个执法指挥体系的执法图谱中
有 21 类、3548 项，打造巡查智能化、联勤
联动机动化、无感执法趋势化的城市管
理新模式。
社区治理系统则是随着新片区开发
进程的不断加快而诞生的。随着新片区
开发推进，交通、环境、居住等社区管理问
题开始出现，对照打造城市精细化管理样

板间的目标，社区治理系统应运而生。这
一系统通过精细管理、自治共治、智慧赋
能，
打通城市治理
“最后一公里”
。
为居村赋能打造的升级版联勤联动
微平台，是“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三
级平台、五级应用体系在居村的延伸覆
盖。通过这个系统，基础信息做到了家底
清，居住区的管理力量、实有人口、视频资
源全部呈现。在治理体征上则做到了体
征明，如 12345 热线、群租、违法建筑等事
项全部接入了系统。在管理上结合居村
治理责任清单开展自治、共治，做到了高
效管理。
临港通过智慧赋能、自治共治，在最
基层、最早时间，以相对最小成本解决最
突出问题，实现高效处置一件事，做到小
事不出村居、难事不出社区。

三名临港企业职工获评
“上海工匠”
本报讯 （记者 陈烁）近日，
上海市总
工会举行 2020 年“上海工匠”选树命名大
会，98 名上海匠人受表彰，获颁“上海工
匠”大铜章。这其中，包括了来自临港的
方丽萍、张家榕、林志鑫三名
“临港工匠”
。
来自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
司的方丽萍是零件加工中心数控车间的
一名工作人员。对于数控机床设备，
方丽
萍可谓
“全能选手”，她能熟练操作数控加
工工段所有的机床设备，在数控编程和工
艺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通过不断
对零件进行加工，不断优化对零件加工的
方法，方丽萍有效缩短了零件加工时间，
同时也为公司节约了成本。
张家榕是来自上海上飞飞机装备制
造有限公 司的一名高级 工程 师 。他 在
2014 年入职上海上飞飞机装备制造有限
公司后，用 5 年多的时间组建和带领部件
装配团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并于 2019

年 10 月取得了 ARJ21 中后机身大部件
145 架至 147 架连续三架份零缺陷交付的
骄人成绩，实现了飞机大部件产品在上海
地区民营企业落地的零的突破，
带动了长
三角地区一大批供应商的共同发展。
来自上海新昇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的林志鑫毕业于台湾清华大学核子工程
专业并获得硕士学位。这些年，
他从研究
半导体的薄膜工艺，
到如今专注于外延工
艺，通过自己的创新，让企业有效降低了
产品成本，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
地，帮助企业和中国的半导体行业解决卡
脖子问题，凸显了自己的价值。
未来，临港新片区将选树 100 名“临
港工匠”，并借助“工匠”培养 1000 名“临
港学徒”，最终助推 1 万名一线职工提升
技能等级，储备 1 万名重点产业高技能人
才，形成校园储备人才、社会吸引人才、企
业锻炼人才的培养模式。

芯密科技二期
落地临港产业区

方丽萍可谓数控机床设备方面的
“全能选手”
。

□资料图

21 项市政设施专项整治启动

临港新片区城市品质将进一步提升
本报讯 （记者 陈烁）近日，
临港新片
区 21 个市政设施专项整治项目启动，以
进一步完善市政基础设施，提升新片区城
市品质。
本次21个专项整治项目总投资约1亿
元，
共分为 7 大类别，
集中解决道路和交通
安全设施、退界绿化景观提升、人行道改
造、林下停车场、老芦公路排水、信号灯专
项整治、桥梁维修及检测等市政基础设施
痛点难点问题，全面巩固提升新片区整治
成效。除林下停车场改造预计 1 月底完成
施工外，
其他工程预计在3月底完成施工。
新片区部分道路建成至今已十年
有余，局部出现老化损坏现象。因此，

本 次道路 和交通安全设 施 专项整 治针
对江山路、层林路、新元南路临港大道、
南芦公路、沪城环路等进行路面路况、
桥 头 跳 车 及 交 通 标 志 、标 线 的 集 中 整
治，进一步排查安全隐患，提升行车舒
适性和安全性。
退界绿化景观提升针对退界绿化场
地杂物堆积、杂草丛生问题，将进行垃圾
清理和土方平衡，通过增加绿化种类、优
化绿化空间、改善色彩搭配，让申港大道
（茉莉路-秋涟河段）绿化景观重新焕发
活力。铃兰路-白荆路退界绿化改造还
将通过改变路段铺地样式，
增加塑胶漫游
步道，进一步丰富景观趣味性。

本报讯 （记者 陈烁）从商业综合体到
商业街，再到环滴水湖商业，在 2020 年相
继在临港新片区亮相开业。记者从临港新
片区管委会获悉，2020 年，临港新片区共
新增商业面积 15 万平方米，包括港城新天
地、百联临港生活中心、蓝湾天地、港城广
场等多个商业综合体和欧景小镇商业街、
环湖商业，临港新片区商业活力进一步激
发。
港城新天地位于方竹路茉莉路路口，
共分为两期，总建筑面积约为 4.7 万平方
米。该项目定位为集餐饮、零售、休闲娱乐
及生活服务配套于一体的综合性商业项
目。一期项目于 2017 年 9 月开业，商业体
量约 1.7 万平方米。二期项目于 2019 年 12
月起陆续开业，商业体量约 3 万平方米。
位于港城新天地的卜蜂莲花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开业，进一步为周边居民带来便
利。
百联临港生活中心位于竹柏路北侧，
总建筑面积约 3.3 万平方米，项目定位为
“轻质生活、品质体验”，
精准提炼社区周边
居民与大学生的日常所需，汇聚了顺风大
酒店、避风塘等餐饮美食、ISE 等时尚购
物、麦其天地亲子教育及体育艺术公园等
板块。2020 年 12 月 25 日，百联临港生活
中心正式开业，
45 家商户入驻百联临港。
蓝湾天地位于云樱路北侧，总建筑面
积约 6 万平方米。作为蓝湾国际社区的核
心商业圈，
以一站式餐饮、休闲娱乐空间为
定位，
主打运动健康、餐饮美食主题。这里
引入了雅高美爵酒店、万达影城、美格菲健
身、星巴克等品牌商家，2020 年 9 月 19 日
起陆续开业。因地处产业区，蓝湾天地进
一步助力了临港新片区产城融合发展。
港城广场是临港新片区环湖一环带
16 个街区单元中的第一个完整的单元开
发项目，总建筑面积 54.64 万平方米，一期
商业项目建筑面积约 1.4 万平方米，打造湖
畔的复合型商业中心和城市会客厅。
据悉，
除了以上已经建成开放的商场，
临港新片区在不久的将来还将新增两座商
业综合体，填补区域商圈空白，打造“城市
门户新地标”。其中一个，
是位于泥城镇的
临港万达广场，
商业部分建筑面积约 8 万平
方米，将打造包含超市、餐饮、电影院等业
态的商业 MALL、
金街商业综合体。另外一
个，
是将于今年 7 月开工建设的爱琴海购物
公园项目。该项目毗邻临港大道，预计投
资约 30 亿元，
将于 2023 年 12 月开业。

人行道改造工程主要针对水芸路（临
港大道-海港大道）段、云鹃路（临港大
道-海港大道）段损坏较严重的人行道，
进行翻排重建，及时修复人行道路面，保
障居民良好的出行条件。
林下停车场改造针对层林路、玉宇
路停车场绿化单调、植物色彩单一、乱停
乱放严重的现状，在进行绿化景观改造
的同时，将同步完善停车场系统标识，进
一步改善区域环境，营造生态怡人的城
市空间。
针对老芦公路-芦云路停车场及老
芦公路（江山路-芦安路），由于路基不均
匀沉降等原因造成的雨天积水问题，
进行

排水工程改造，将大大提高地区防汛水
平，
改善居民出行环境。
信号灯专项整治针对新元南路、鸿音
路、江山路、芦潮港、同顺大道及相关区域
内主要道路交叉口架空线实施入地改造
及信号灯改造，
并对部分道路交叉口实施
供电设施规划改造，将有效提高通行效
能，
确保道路交通更加有序、安全、畅通。
桥梁专项整治主要针对新片区 13 座
中小桥梁及环湖西二路的 4 座桥梁，进行
支座维修更换，并按照相关规定，对新片
区未有检测信息的 195 座桥梁进行专项
结构检测评估，
将切实保障桥梁结构完好
和运行安全。

本报讯 （记者 陈烁）日前，高端密封
材料与产品企业芯密科技二期项目签约入
驻临港产业区翡翠园。据悉，芯密科技计
划在整个“十四五”期间增加投资，在临港
新片区建设亚洲最先进的半导体全氟密封
产品生产线，实现半导体全氟密封产品全
品类的可国产化。
2020 年 4 月，芯密科技一期项目正式
签约入驻翡翠园，是翡翠园高层厂房的首
家落户企业。仅 8 个月后，又计划启动二
期的建设和运营，入驻翡翠园 9 号厂房。
芯密科技有关负责人表示，依托临港新片
区得天独厚的创业环境和优良的产业政
策，公司力争在 5 年内实现年产值 3 亿元，
实现半导体全氟密封圈 70%以上的国产化
目标，
并将进一步拓展产品销售市场，
以涵
盖航空航天、油田等行业的全氟化密封产
品需求。
临港新片区是上海市集成电路发展重
镇，去年 10 月，
“ 东方芯港”集成电路综合
性产业基地正式启动。如今，临港新片区
已经逐步形成了覆盖装备、材料、芯片设
计、制造以及封装测试全链条的产业集
聚。芯密科技在临港打造半导体密封件生
产研发基地，进一步完善了临港新片区集
成电路产业生态，推动新片区加快建设成
为集成电路综合性生产基地。
翡翠园-智能制造园作为临港产业区
公司的首发标准厂房项目，目前已集聚了
集成电路、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
多家优质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