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S 要闻

2E-mail:bianjibu1515@sina.com 一版责任编辑/郭皓 二版责任编辑/李伟 一、二版美编/黄辰毅 2021.1.14

■本报记者 严静雯

2021 年，航头镇的关键词是“新”。

面对新一轮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航

头继续拿出勇当标杆、敢为闯将的精神

状态，拿出攻坚克难、善作善成的勇气、

智慧和韧劲，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

开新局。

释放产业转型升级新动能

2020年，盒马产业基地在航头镇正式

动工。该基地集全自动立库、自动存储输

送、分拣加工为一体，基地投产使用后，年

营收将超100亿元。盒马还与浦东新区农

业农村委、航头镇就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

“盒马村”建设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三

方合作深化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民

就业增收。

盒马落户航头，正是航头积极拥抱新

经济、释放新动能的一个缩影。今年，航头

镇将主动融入开发片区“组团”发展，梯度

承接新区硬核产业及张江机器人谷的溢出

效应，提高资源配置和土地利用效率，明确

张江创新药产业基地利益共享和动力机

制，引进高质量、高能级项目。此外，航头

将继续大力发展在线新经济，积极对接盒

马产业链和生态链，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

集聚发展，形成以商引商、以商育商的良好

发展环境。

在构建乡村振兴发展共同体方面，航

头以盒马村建设作为农业产业发展的有力

抓手，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和数字农业，打造

盒马订单农业“共享”基地。与盒马深度合

作，整合镇域内现有家庭农场、合作社，布

局盒马订单农业生产基地，着力打造“1+
4+5”盒马村。做强金花湾生鲜物流中心，

做大良元稻米、果蔬联合体规模，推进农业

绿色化、品牌化、组织化发展。加快推进爱

麓海田园综合体项目，促进一二三产业融

合，培育农业产业工人，提高农民的工资性

收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探索招商和园区运行一体化

近日，航头镇举办经济突出贡献企业

表彰大会，包括盒马在内的航头镇各类企

业获颁 2020年度经济发展“特别贡献奖”

“贡献奖”“创新奖”“农企标杆奖”“风云企

业奖”等奖项。同时，航头镇数字经济招商

服务点揭牌。

作为目前航头镇唯一的数字经济招

商服务点，万香国际创新港总经理葛丹

丹介绍，公司 2016 年转型发展以来，已

经获评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相关

的商业、产业配套已经十分齐全，目前

园区内已有 200 多家企业，其中 80%以

上都是数字贸易企业，“我们未来还将

继续做好招商和服务，让更多好企业留

在航头。”

2021 年，航头镇将重点放在探索招

商和园区运行一体化。其中包括，优化

管理服务机制，将有形的管理空间和无

形的制度创新一起抓。完善业态准入备

案制度，积极引导低效空间腾笼换鸟，巩

固优势产业，鼓励企业扩大产能、提质增

效。提升招商引资质量，引进更多优质

招商平台，在注册型企业招商上实现突

破；依托万香跨境电商品牌优势，在数字

贸易招商上发力，形成联动招商机制。

深化“店小二”服务理念，为各类企业提

供“保姆式”精准服务，帮助企业解决疑

难问题。

本报讯 （记者 李继成 通讯员 解

翔 唐啸）在市、区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浦东供电公司各

架空线入地第一阶段三年建设任务已如

期完成，累计完成68条道路、62.67公里电

力架空线入地及撤线拔杆工作。

2018年 3月，浦东新区架空线入地与

合杆整治指挥部在浦东供电公司东三里

桥基地正式落地成立，为架空线入地统筹

推进创造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平

台。浦东供电公司抽调业务水平高、工作

能力强的工作人员参与，与新区指挥部在

优化开关站选址，市政道路规划、掘路等

执照审批，绿化、管线搬迁，小区内部作业

协调等方面积极沟通合作，为完成三年架

空线入地任务奠定了良好基础。

“这样有深度、广度的沟通合作，对我

们来说还是还是第一次。”项目管理中心主

任、架空线入地指挥部工程部副部长安益

表示，在抓紧机会全力推进架空线入地建

设的同时，也为后续工程建设做好了铺垫。

在实施过程中，浦东供电公司以“一

张网”概念提前布局，充分考虑后续电网

发展和负荷增长需求，从规划、方案、设计

并联推进，结合本次架空线入地工程，依

托政府资源，新建53座10千伏开关站（配

电站），共计铺设 90公里排管通道，其中

大量开关站（配电站）建在中心绿地，部分

排管建在快车道下，突破了以往单纯依靠

用户项目排布 10千伏电源点和依靠政府

规划道路新建电力管线通道的局限性。

浦东供电公司以此为基础，结合陆家嘴29
平方公里、张江 95平方公里网格化改造

项目，完成了陆家嘴核心区域、张江中心

城区电网网架结构优化，为浦东地区建设

世界一流配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为提高城市形象，改善人们对

于开关站、配电站等电力建筑的负面心

理，浦东供电公司联合浦东规划院，共同

探索城市配电站外观设计，力求电力建筑

与自然和谐，与城市街道环境和谐，展现

良好风貌。浦东目前已完成 9座开关站、

配电站的“镜面”式、“木屋”式外立面设

计，将电力建筑以“形意”的方式融入环

境，充分体现新时代城市电力建筑与环境

友好融洽。

据悉，下一阶段架空线入地工作已经

启动。根据新区指挥部安排，2021 年-
2023 年浦东供电公司共有 55 条道路、

85.41公里电力架空线入地计划。其中，

2021年共安排25条道路、24.56公里。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昨日，政企

协同平台“政企通”上线及食安封签投放

启动仪式在正大广场举行，可循环使用

的3.0版电子“食安封签”在浦东投放。

浦东市场监督管理局与美团外卖达

成共识，将多措并举携手推动食品安全

“政企共治”，通过“政企通”平台促进网

络餐饮线上线下协同治理，为消费者营

造安心食品安全环境。

此次投放的 3.0版电子“食安封签”

采用了物联网技术与移动互联网结合而

成的智能电子封签，在为客户提供外卖

安全的同时，可有效查询到封签的封闭、

解封地理位置和时间。技术支持方上海

亲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施维介绍，首

先外卖骑手到店使用电子封签封闭外卖

的封口处，外卖送达客户手中后，客户使

用微信“扫一扫”功能即可解封封签，并

且能查看到外卖封闭的位置和时间，确

保外卖配送食品全过程安全无忧。

目前，该电子“食安封签”在包括陆

家嘴在内的上海部分核心商圈进行试

点，美团外卖将根据使用反馈情况进一

步扩大覆盖范围。

除了投放3.0版“食安封签”外，政企

协同平台“政企通”也正式上线。近年

来，浦东围绕在线经济发展趋势，大力探

索“互联网+信用监管”、大数据智慧监

管等方式，积极支持各种餐饮新业态的

健康发展。去年，浦东市场监管局与美

团点评集团签署了食品安全战略合作备

忘录，提出通过深化政企合规领域协作、

共建应急联动机制等 8方面合作，进一

步提升网络食品经营管理能级和服务水

平，规范和助力网络订餐行业健康发展。

浦东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管捍东表

示，在加强政企共治的同时，将继续加强

监管力度，严格落实网络供餐企业、网络

第三方平台的主体责任，切实把好外卖

餐饮食品安全和疫情防控的关口。同时

将继续鼓励平台和食品企业加强内部培

训教育，从源头上杜绝外卖食品安全盲

区，通过加强宣传引导，激发网络第三方

平台、消费者的共治作用。

本报讯（记者 黄静）为进一步贯彻

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

提质扩容的意见》，日前，浦东新区妇联、

浦东新区妇女发展指导中心携手上海开

放大学，开办家政学本科学历班，并将于

今年3月开班。这意味着，家政行业从业

者也可以深造成为大学生了。

当前，上海家政从业人员约50万人，

年市场规模约300亿元，而“十四五”时期

将超过600亿元，由此市场对于专业的家

政机构管理人员、高素质的一线服务人员

等需求更加迫切。

目前，在市、区两级家政实事项目的

推动下，浦东新区实名制登记注册的家政

员有 5万余名，其中初中、高中学历的占

70%左右，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家政员凤毛

麟角，与广大家庭对家政员职业素养的需

求差距甚远。

浦东新区妇女发展指导中心主任杜

丽华介绍，在家政服务过程当中，越来越

多的雇主对家政人员有专业知识的要

求。为此，浦东新区妇联、浦东新区妇女

发展指导中心携手上海开放大学，聚焦高

端家政服务、特色家政服务等领域，开办

家政学本科学历班。

据悉，此次本科班面向家政机构管

理人员、高素质的一线家政服务人员、提

供民生服务的社区工作者以及有志于投

身家政服务中、高端领域从业人员。本

科班开设的课程兼具理论和实用性，除

了公共必修课，还设置了高端学科课程，

包括家庭社会学、家庭教育学、家庭营养

学、家庭护理学等学科，聚焦高端家政服

务、特色家政服务等领域，为浦东家政服

务业培养和输送高质量的家政专门人

才。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冬日，除了

宅家取暖，不少市民也选择在运动中

“热”起来。近日，上海市体育局公布了

全市 639座冬季开放的温水泳池名单，

其中有 153座位于浦东，让市民在冬泳

时也能感受到浓浓暖意。

记者获悉，冬季开放的浦东温水

泳池中，既有东方体育中心游泳馆、浦

东游泳馆、三林体育中心游泳馆等标

志性的公共游泳场馆，也有一兆韦德

门店、美格菲门店、浦东嘉里大酒店、

世博洲际大酒店等健身机构、酒店内

的温水泳池。

此前处于闭馆维修改造状态的源

深体育中心游泳馆，也被列入了冬季

开放名单。该馆将于 1月 16日恢复营

业，同步恢复所有游泳培训班项目。

馆方介绍，为保障泳客的健康与安全，

场馆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每日定

时定点通风消毒，所有工作人员均凭

绿色“随申码”、体温检测、佩戴口罩上

岗服务。重点公共区域为泳客提供消

毒洗手液，更衣箱采取间隔交替使用，

一客一消毒。场馆还做好水温加热与

公共区域保暖工作，泳池水温保持在

28℃左右。泳池池水循环过滤，确保

水质达标。

源深体育中心游泳馆相关负责人

提醒，市民冬季游泳需做好如下事项：

充分热身，建议多做向上纵跳、拉肩、振

臂等伸展运动，一般时间为5至10分钟；

及时保暖，冬季游泳一定要带上拖鞋，

中间休息、起水后一定要披上浴巾，沐

浴后应及时擦干头发，穿好衣服；卫生

安全，为保护眼睛，应当戴上防护镜，保

护好眼角膜，上岸后建议用氯霉素或红

霉素眼药水点眼，临睡前最好再做一下

热敷；如睡眠不足，身体过于疲劳，或情

绪激动，均不宜游泳。

另悉，浦东游泳馆预计将于春节

前夕闭馆大修，敬请市民注意相关通

知。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地铁14号线

在去年底实现贯通，在进入新年后，铺轨、

装饰装修、设备安装调试等后续建设马不

停蹄。近日，又实施了热滑试验。

据悉，肩负热滑作业的电客车从蓝天

路站（不含）至桂桥路站正线（含金桥停车

场出入场线），最终驶入金桥停车场，这是

浦东段首次进行的热滑试验。

热滑是指在地铁接触网带电情况下，

由电力客车的受电弓从接触网直接取电，

依靠地铁试验列车自行运行来检验车辆

与接触网系统、车辆与轨道系统之间的配

合是否具备列车运行条件，并对地铁供

电、信号、通信、线路、机电等系统设备进

行全面检测的一种试验方式。在热滑测

试后及时进行有针对性的整改，有助于保

障今后列车的正常运行。

经检测，当天热滑试验区段接触网

全程没有出现打弓、钻弓、拉弧等现象，

整个过程车体运行平稳，弓网关系良好，

设备运行正常，各项参数均满足设计和

规范要求。

此前，蓝天路站至桂桥路站区段正线

已完成了限界检测、冷滑试验、接触网送

电等工作，为热滑试验奠定了基础。

14号线工程西起嘉定封浜东至浦东

金桥，贯穿上海城区市中心，途经嘉定区、

普陀区、静安区、黄浦区和浦东新区，正线

全长38.514公里，共设地下车站31座，是

又一条穿越上海市中心的重要骨干线路。

着力打造“1+4+5”盒马村 梯度承接张江机器人谷溢出效应

航头：拥抱新经济，释放新动能

电力架空线入地三年目标如期完成
累计68条道路、62.67公里架空线入地及撤线拔杆

浦东153座
温水泳池冬季开放

3.0版电子“食安封签”在陆家嘴等区域投放

浦东、美团“政企共治”
保障网络订餐食品安全

家政员可以读本科了

浦东首个家政学本科班3月开班

14号线浦东段首次热滑试验完成

3.0版电子“食安封签”可确保外卖配送食品全过程安全。 □本报记者 蔡丽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