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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多云到晴，白天有轻度-中度霾，早晨局部地区有雾 温度：最高 15℃，最低 8℃

风向：西北 风力：4-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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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系列专访（八）

临港新片区一期标准厂房开园
翡翠园打造智能制造产业基地，企业可“拎包入住”

本报讯 （驻临港记者 胡幸阳）昨
天上午，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一期标
准厂房翡翠园开园。同日，临港产业区
公司开发建设的另一期标准厂房项目
玛瑙园开工奠基。

据悉，翡翠园位于临港产业区核心
区域，总建筑面积达 11万平方米，建有
2栋高层厂房、8 栋双层厂房、3 栋单层
厂房以及相关配套设施。 上海临港产业
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招商管理部总监陈
艺告诉记者，为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满足

入驻企业需求，他们与企业提前交流后，

请来国际知名设计、建筑公司，以国际先
进理念建设了一批高品质、 多规格的标
准厂房，让企业得以“拎包入住”。

临港产业区公司总经理刘铭介绍，

目前已有多家企业入驻翡翠园，包含理
想万里晖 PECVD 研发及制造项目、诺

信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研发及生产
基地项目、诺玛临港 500万台级智能电
比例先导阀项目、新奥节能高温高效紧
凑型回热器项目等， 均为新能源汽车、

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等关键核心领
域的优质项目。

临港产业区公司总经理助理周丞
说，翡翠园将重点打造具有创新引领功
能的研发中心、技术中心、设计中心、制
造中心和创新服务为一体的智能制造
产业基地。

确保党内法规制度落实到位
市政协召开专题通报会，董云虎讲话

本报讯 （记者 张骏）昨天，市政协召开本市党内法规
工作情况专题通报会。市政协主席董云虎出席并讲话。市
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诸葛宇杰通报有关情况。 下转荩5版

■中国商品正通过跨境电商途
径以更加快捷的方式发往世界各地。

国际邮政公司数据显示，2018 年全
球跨境包裹中，来自中国的最多，占
比 38% 刊 3版荩

产品创新渠道创新，开拓多元国际市场，贸易新模式新业态蓬勃发展……

“擦亮”中国制造 创新行走世界
贸易短板正在变“长”

■数据显示，今年前 11个月，我
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8.5万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2.4%。贸易结构持续
优化，高新产品、自主品牌、服务贸易
等短板正在变“长”

多元化市场取得新进展
■今年前 11个月，我国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增速高于全国整体
增速，外贸总值占比较 2013年提升 4.3

个百分点至 29.3%。 中西部地区外贸增
速高于全国整体增速

让中国制造走得更远

总书记关切高质量发展·聚焦六稳

答好区块链发展“应用题”

如何培育更多硬科技企业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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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科委、上海市科技创业
中心以及浦东新区科技创新促进中
心、 浦东新区金融局工作人员赴上海
仁会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调研，了
解这家已进入科创板上市辅导期的企
业有哪些需求和难处。“没想到调研
后的第一天，市科委就为我们对接了
3家银行，商谈贷款业务。”仁会生物
总经理左亚军欣喜地说。

成立于 1999年的这家生物制药
企业， 历时 17年研发出了我国首个
治疗糖尿病的一类新药“谊生泰”（贝
那鲁肽注射液）。 这个生物药于 2016

年底获批上市， 迄今已进入全国 460

多家医院的采购目录。仁会生物董事
长桑会庆说，“谊生泰”2017年底纳入
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目录， 企业期
盼，如果有更多的上海公立医院将贝
那鲁肽注射液纳入采购目录，将对这
个新药在全国的推广产生引领作用。

三代科学家研制出一
类新药
投入高、周期长，是原创新药研

发的两大特点。作为利用生物技术研
发原创新药的企业，仁会生物迄今总
投入超过 14亿元。其前身上海华谊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是华谊集团全资子
公司。2010年至 2012年，华谊集团像
嫁女儿一样， 把公司转让给了企业家
桑会庆。后者接棒投入重金，带领团队
走完了新药研发之路。

2016年 12月， 仁会生物相继取
得一类新药贝那鲁肽注射液的 《新药
证书》《药品注册批件》《药品 GMP（生
产质量管理规范）证书》，年底正式投
产。“这个新药的问世，凝聚了孙玉琨、

伍登熙、 左亚军等三代科学家的心
血。”桑会庆告诉记者，科研人员在 17

年间持续攻关生物制药技术， 建立了
基因工程串联技术、 多肽蛋白药物制
备技术、 生物药物长效制剂技术等先
进技术平台，获得 63项国内国际发明
专利授权。这些“硬科技”积累，孕育出
我国首个治疗糖尿病的原创新药，它

也是目前全球唯一氨基酸序列与人源一致的 GLP-1（胰高
血糖素样肽-1）类药物。

据左亚军介绍，贝那鲁肽注射液主要用于治疗 2型糖
尿病，与中国糖尿病患者 82%餐后血糖高、腹型肥胖患者
多这两大特点契合———餐前注射该药，能快速降低血糖水
平且不易导致低血糖，还能控制食欲，延迟胃排空。

鉴于贝那鲁肽注射液在临床应用中减重效果突出，仁
会生物正在中美两国开展将它用于治疗肥胖的临床研究。

在我国，这项研究已进入三期临床阶段，如取得预期效果，

将实现我国减重处方药零的突破。 下转荩5版

在国际、开放、枢纽上做深文章
———访虹桥商务区管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闵师林

5月 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12月 1日，《纲要》由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
重要讲话精神， 虹桥商务区将如何在国
际、开放、枢纽上做深文章，加快推进高质
量开发建设？日前，记者专访了虹桥商务
区管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闵师林。

记者：《纲要》对虹桥商务区明确了新
的定位，作为上海最年轻的功能性开发区

之一，虹桥商务区的开发建设最应该注意的
是什么？

闵师林：在推进开发建设中首先要做到
三个“高”，即“高起点”“高水平”“高质量”。

“高起点”就是要坚持高起点规划引领，不断
对标国际一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 在商务区聚焦 “最低碳”

“特智慧”“大交通”“优贸易”“全配套”“崇人
文”发展的基础上，加强规划统筹，构建“多
规合一”的虹桥商务区规划体系。

“高水平”即坚持高水平功能开发。集聚
高端企业、产业和人才等要素资源，聚焦发
展总部经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会展经

济，打造具有集聚辐射带动作用的高端服务
产业集群。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技术贸易、电
子商务、 市场采购贸易等新型贸易业态。注
重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优化土地使用性质、

建筑总量和功能配比，提高开发强度，提升
经济密度和显示度，形成推动虹桥商务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高质量”即坚持高质量融合发展。推进
虹桥商务区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自贸试
验区临港新片区联动协同发展。结合资源禀
赋条件和功能布局，形成虹桥商务区各片区
错位联动、优势互补、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

统筹生态空间、公共服务、综合交通、智慧城

市等建设，加强优质项目设施配套，推动产
城融合发展，形成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
生活有机结合的新的特色。

记者：虹桥商务区要推动区域实现高质
量发展，充分发挥好对内对外两个扇面的作
用，加快经济集聚，提升经济能级，突破口在
哪里？

闵师林：突破口就是“国际化”和“一体
化”两条主线。虹桥商务区的国际化要把握
两个维度，一个是引进来，要坚持对标国际
一流，最高标准，集聚国际各种先进要素，

加快提升经济密度，扩大经济规模。

下转荩5版

6项为老服务实事均提前超额完成
上海将实现在农村地区每个街镇至少建设一家标准化养老机构

本报讯 （记者 彭薇）记者昨天从
市民政局获悉，2019年与为老服务相关
的 6个市政府实事项目， 已全部提前且
超额完成。截至本月初，全市新增 7202

张养老床位，改建 1485张老年认知障碍
照护床位，改造 83家郊区农村薄弱养老
机构， 新建 83家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

新增 88家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实现
街镇全覆盖， 新增 217个社区老年助餐
场所。此外，去年 6月，上海市农村地区
养老服务美好生活三年行动计划出台，

原定三年完成的任务，两年就已完成。

“以后老人们在院子里坐着，晒太
阳、聊天，活动空间更大了。”崇明区堡
镇敬老院分院负责人开心地说，年后 66

位老人就要重新入住了。 这座建于上世
纪 70年代末的养老院经过改造，大楼换
上了黄色墙面，屋内独立卫浴间、橱柜等
设备齐全， 屋外曾杂草丛生的院落变成

了凉亭和健身区域。来看过的老人都很
期待：“现在就想搬进去，开心享清福。”

改造 80家郊区农村薄弱养老机构，

是今年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之一。 在农
村薄弱地区， 不少养老院只有一个公共
浴室，冬天，老人们怕麻烦，有的不洗澡，

干脆就烧热水擦擦身。 崇明区新河敬老
院的改造分两步走，5 幢改造一新的楼
房已迎来入住老人，还有 2幢即将完成。

黄仙郎老人今年 104岁，重新入住后，她
笑眯眯地说，“现在环境很好，你看，轮椅
都能推进房间了，多方便。”记者了解到，

改造后，90 厘米的门扩宽为 120 厘米，

方便轮椅进出； 老式地板都换成了防滑
地板；老人们有了独立卫浴间，都装上了
热水龙头，居住得更安全、更舒适。

据悉，上海将实现在农村地区每个
街镇至少建设一家标准化养老机构。在
某个大行政村或几个小行政村连成的片

区， 建设具有托养功能的社区为老服务
场所，比如托老所、长者照护之家等；而
在村组层面，则大力发展“睦邻点”，或依
托老年活动室发展具有一定生活照料功
能的服务场所，推动互助式养老。

今年 5月，市政府印发《上海市深化
养老服务实施方案（2019—2022 年）》，

明确提出本市养老服务深化发展“增量”

“增能”“增效”的目标。到 2022年，本市
养老服务领域重要的指标数量将有新突
破。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分中心）在
街镇全覆盖的基础上数量实现翻番，不
少于 400家； 社区老年助餐服务场所总
量实现翻番，达到 1600家。同时，在结构
上更加优化，到 2022年，养老机构床位
数在确保不低于全市户籍老年人口
3%，即 17.5万张的基础上，护理型床位
数达到总床位的 60%。同时，认知障碍
照护专区床位数达到 8000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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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
心区块链产业中心主任屈林有点
忙。他全程参与的一台区块链电子
秤刚刚研发完成，需要联系相关部
门，尽快开始试点推广。

“有点忙”和“小切口”，这几乎
是目前上海超过 300 家区块链研
发企业的共同状态。

从小做起，理性落地
在一次区块链人才培训项目

上， 屈林和学员们讨论出了一个想
法：以往买菜时商家偷秤现象严重，

尽管有监管， 但新的作弊手段层出
不穷。 如果能把所有秤的数据都采
集上区块链，能否杜绝这一问题？

好想法！屈林特地去了趟上海
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对方一听
大感兴趣，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屈
林找来区块链企业，研究院找来制
秤企业，各方在一起研发，终于在
近日做出了成品。这种电子秤安装
了一个芯片，把标定次数、时间、地
点都采集上报配套的“计量链”，一
旦哪个秤的参数有变动，立刻就会
报警。同时由于区块链难以篡改的
特性，也避免了寻租空间。

“这是一个小切口，我们想先
小范围试用，等成熟了再大规模推
广。” 屈林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区
块链企业开始从小切口入手，实现
技术落地。如果说过去区块链行业
有过泡沫，有过低谷，那么现在，正
是理性的时候。”

的确，相对于此前一窝蜂去做
公链，当下越来越多的区块链企业
开始真正研究各行各业的痛点，并
利用联盟链等形式使应用落地。而
上海建设中的“五个中心”，以及三
大任务一大平台，为区块链企业提
供了大量的行业场景。

区块链应用正层出不穷：金融
方面，打通银行和保险数据的银保
链，大大提高了保险业务的效率和
安全性；贸易方面，汽车供应链物
流服务平台利用汽车电子运单，为
整个供应链提供了多方可信任的
公共账本；航运方面，中远海运的
区块链存证平台，可以高效地完成
理货检验报告数据的存证和验真；

民生方面，长三角区块链追溯联盟
的成立，更大程度地保障了老百姓
的食品安全……

技术积累，输出应用
最近，上海金丘科技的办公室

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世界
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IFC）首席
运营官马修·伽姆瑟（Matthew Gamser），他专门前来与这
家上海区块链企业探讨一个问题：如何应用区块链技术破
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以及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
区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交流之后，这位金融领域的专
家当即表示，将协助金丘科技在未来将其开发的企业征信
区块链推广至海外市场。

这并不是个案。由于前期的积累，上海的区块链企业
已经开始技术输出，帮助各地搭建相应的区块链平台。

在江西，上海万向区块链研发和运营的供应链金融服
务平台，已在为江西银行、正邦科技及其供应商提供服务，

通过核心企业的信息接入，持续有效地披露底层真实贸易
信息，充分释放核心企业信用，使中小企业高效便捷地从
金融机构获得融资，提高了企业效率的同时，更减少了银
行风险。该平台目前已帮助多家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获
得多笔业务发展所需的融资，平台上发生的总融资金额已
突破 2.5亿元。 下转荩5版

■本报首席记者 俞陶然

■本报记者 吴卫群

高分七号
大片

分辨率为 0.65米的高分七号卫星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真彩色融合正射影像。 新华社 发 详细报道刊 2版荩

3D

■材料复印件寄给政府部
门，连面都没见过，就顺利进入
上海医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