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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15日，嘉定首个“科

创综合体”—— 位于平城路的嘉定创

新创业大厦（简称“双创大厦”）进入内

部测试阶段，区经委、区科委、区人才

中心等多个部门的办事窗口入驻。未

来，在嘉定创新创业有望变得像购物

一样方便。

“大楼的功能设施主要集中在一

至四楼，五楼以上是预留的创客空间

及专业服务机构，可满足不同类型的

初创企业。”区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们正探索打造一个集立体化的科

技创新服务体系、差异化的科技创新

发展空间体系和多层次的科技创新平

台体系于一体的科创服务综合体。”

在一楼大厅，创新创业过程中的

“急难愁”问题可“一门式”受理。在综

合办事区域，由产业政策、人才保障、

招商服务、金融科技对接等多个政府

服务窗口组成的“矩阵”，将为科技人

才和企业提供受理代办服务。同时，法

律咨询、人力资源、知识产权等中介机

构，将为中小科技企业提供相关增值

服务。还集聚了全区行业科技前沿、具

有国际视野和产业化能力的顶尖人才

创新团队，驻场的科技、管理、服务人

员预计达到1200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厦二楼和三

楼，有一个集科技成果发布、展示、会

务、活动、检测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展示

中心。其中，科技大数据中心将通过多

媒体技术展现嘉定科技城沿革及发

展，为企业了解嘉定经济发展现状提

供数据支持。别小看这些数字，这可是

最权威的嘉定经济社会的“生态链”数

据，来访者可以通过触屏，轻松调取这

些大数据，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科

技之美”展区着重科普功能，比如，市

民站在机器人身前，通过人体骨骼动

态捕捉技术，挥动双手就能控制身前

的机器人完成穿衣戴帽等动作；还有

3D打印、AR\VR等前沿技术的互动

体验，让市民了解“黑科技”。

而对于创业者而言，这里的“力

量”超乎想象。目前，“双创大厦”已预

留出部分办公用房，将引入“双创学

院”。这是一所针对创业者的“社会大

学”，600 多名涵盖不同领域的“双创

导师”，将为创业者提供全方位的创业

课程指导。

“初创企业最缺的是资金和容错

经验。”大厦运营方负责人王丽君介

绍，除“双创学院”之外，“双创大厦”还

会设立创新创业的孵化区和天使投资

人中心，使初创企业与资本的距离缩

至最短。

与普通商业综合体一样，对于“科

创服务综合体”而言，招商质量决定服

务的质量。在王丽君看来，创业涉及法

务、财务、申报、认定等方方面面，专业

的事就该让专业的人来干。目前，已确

认进驻大厦的专业服务类企业已有

“瑞谷众创”等 30 余家企业和服务机

构。

“我们还在与蜂巢互助空间、洛可

可孵化器、浪尖工业设计等国内知名

企业和机构洽谈入驻事宜。”王丽君

说，如此一来，创业者足不出大楼，就

可购买和享受到市场与政府所提供的

“双重”服务。 记者 李华成

本报讯 8 月 11 日，区委书记马

春雷一行来到嘉定创新创业大厦，调

研指导大厦建设和运营筹备工作。马

春雷实地查看了大厦的功能布局及建

设进度，详细了解了大厦管理运营模

式。他强调，相关单位要做好“双创”大

厦周边配套设施建设，解决好人才的

“吃、住、行”，不仅要把企业请进来，还

要把人才留下来。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马春雷

要求，要加快提升科创核心功能区综

合服务能级，进一步加大空间、人才、

生态等各类资源的集聚力度，建设一

个集成公共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投融

资、咨询交流培训等综合服务的一站

式全方位科创综合服务区；要坚持问

题导向，加快构建系统的科创服务功

能框架，针对企业、人才的实际需求，

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打造高效便捷、

现代多元的科创服务和展示平台；要

依靠市场化、专业化运营，加快形成创

新创业创效的良好氛围，发挥在创业

服务、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国际交流

等方面的优势和资源，大力推动以“双

创大厦”为核心的创新街区建设，营造

好“双创”氛围。 记者 李华成

社区共建、联动巡访、优化服务，一系列举措提升群众获得感

创城长效机制促常态发展

马春雷调研视察“双创大厦”

把企业请进来，把人才留下来

本报讯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成

群结队的白鹭从田中起飞，也可光着

脚丫子和孩子们在儿童林的溪涧玩

水，亦或是端上一杯咖啡在林间品味

欧罗巴式的惬意……8 月 10 日，记者

从相关部门获悉，7.39 平方公里的嘉

北郊野公园一期项目（见左图）将于9

月下旬正式开园试运营，并于当天举

办首场“家庭马拉松”活动。试运营期

间，游客可通过微信通道和现场换票

免费入园。园内其他项目将于 5 年内

陆续对外开放。

在公布的首批开放项目中，除了

800 亩生态森林、4000 平方米的彩色

水稻、连绵 20 公里的河网、三条林荫

大道、65亩的花海、18座景观桥，还有

一个儿童林，将陆续推出近20项设施

供孩子们撒欢体验“野趣”，如假山、隧

道、沙池、溪流、水车、大型玩具、迷宫

等。此外，还有爱情林、鸟类栖息林和

欢聚休闲林等 7 个片林也将陆续亮

相。园方还投放了 6 个欧罗巴风格的

“集装箱咖啡”，为游客提供餐饮服务。

从设计图上看，“集装箱咖啡”外形简

约，展开后约 60 平方米，可供多人休

憩。

值得一提的是，嘉北郊野公园内

禁止任何外来交通工具入园，市民需

选择园方提供的电动游览车、电动游

船或自行车游园。

据介绍，公园规划有三个游客中

心、四个出入口。目前仅沪宜公路入口

开放游客中心，并建有林下停车位，市

民可凭有效证件在游客中心取票入

园，或通过微信获取二维码在各入口

扫描入园。在嘉安公路有一个不设游

客中心的出入口，附停车场，试开园后

可出入及停车。位于清竹园停车场附

近的西北游客中心和出入口均不开

放。 记者 李华成 秦逸超 文/摄

本报讯 “创城以来，小区环境明

显变好了，乱堆乱放现象不见了，大家

礼让多了，希望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下

去，并且越来越好。”这是记者采访期

间，听到市民说得最多的话语。为民、

惠民，是嘉定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为此，全区各单位不断

探索创城工作的有效路径，“两个建

设”、“四个一”机制、巡访督查、志愿服

务等一系列助力创城的常态化工作机

制和措施，使嘉定的城市环境、公共服

务有了明显的改变。

江桥镇江安社区是上世纪九十年

代初期建成的老旧小区，随着外来人

口和私家车数量的增加，小区绿化和

环境遭到了较为严重的损坏。通过居

委牵头，一批喜爱绿化种植、有一定绿

化养护知识的志愿者被动员组织起

来，建成一支环保绿化队，开始了居民

自治下的护绿行动。3年来，这支队伍

始终活跃在居民区里，志愿者们义务

挖坑补绿、修建草木，有的还自掏腰包

购买劳动工具，社区绿化得到了长期

养护，小区环境也得以改善。为了让队

伍长期运营下去，去年，江安社区还成

立了绿色基金，并设立绿色基金管理

小组和监督小组，制定《绿色基金使用

制度》，每半年集中组织募捐一次，每

季度向居民通报基金使用情况，每年

总结绿色基金工作开展情况，通过“队

伍+制度”的双重保障，有效保持小区

优良的生态环境。

8月5日清晨，南翔镇和平街（古

猗园-大德寺桥）中段，老街区清扫队

的巡查人员早早就位，开始了新一天

的日常巡访。为了加强长效常态管理，

南翔全镇范围内建立起了“每日一

巡”、“每日一结”、“每周一报”、“每周

一推”的“四个一”机制。每个工作日，

市民巡访团成员会在相应的创城点位

巡访，每周五对巡查整改单进行跟踪

完结，每周出一份实地督查情况简报，

每周定期通过“南翔志愿者联盟”微信

公众号推送南翔镇“创城登高进行时”

动态。发现有人在隐蔽的拐角位置偷

倒垃圾，老镇区志愿者队第一时间加

派四轮电瓶车到达现场，与清扫工一

起进行垃圾清理；社区居民化身“啄木

鸟”，发现影响市容市貌或不文明行

为，可即时通过手机拍照上传社区微

信群，相关职能部门会第一时间作出

快速反应并整改；南翔城管中队则通

过天天有巡查、周周有整治，开展跨门

经营和乱设摊整治，从 7 月至 8 月 10

日的整治中，全镇已规范违法违规经

营行为350多次，立案处理45件。

文明城区不仅体现为环境整洁，

在长效机制下，嘉定的公共服务水平

也不断提升。在区行政服务中心，一群

身穿绿马甲的志愿者成了服务大厅的

一道靓丽风景。“秩序引导”、“服务咨

询”等多支志愿者服务队，在办事大厅

为办事群众提供高效快捷的服务。除

了向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发放统一的

办事标识和办事流程图外，区人社部

门还利用“嘉定人社”微信公众平台，

不断完善网上服务内容，让“数据网上

跑”代替“群众路上跑”。

记者 赵一苇

嘉北郊野公园9月下旬开园

探索建设科创服务综合体，让创新创业变得像购物一样方便

嘉定创新创业大厦启用在即

本报讯 8月8日，连接嘉定与宝

山两区的嘉盛东路二期（浏翔公路—

嘉定宝山区界）通车，今后市民往返两

地将更加方便。

嘉盛东路二期西起浏翔公路，东

至嘉定宝山交界（界泾河），全长4.23

公里，采用双向4快2慢车道，设有宽

约 2 米的非机动车道。8 月 9 日，记者

在该条道路上看到，已有不少市民前

来“尝鲜”。“车少人少，道路很畅通。”

司机陈先生告诉记者，以前他来嘉定

办事，一般都要经过沪太公路，那里很

容易堵车。现在直接从嘉盛东路来嘉

定，大约可节约 20 分钟时间。此外，

嘉盛东路在施曹公路附近横跨罗蕴河

航道时，还新建了全长 700 米的罗蕴

河大桥，桥宽42.5米，可满足较大吨位

车辆通行。 记者 冉涛

嘉盛东路二期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