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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当好“店小二”
系列报道，嘉定端出“五桌菜”
之第五桌

甜品：
精准服务解企业后顾之忧
优化

营商环境

本报讯 走进正在装修的办公
室，
“ 睿畜科技”的 CEO 兰嵩和 CTO
张腾飞博士站在落地窗前，俯视着双
创大厦周边的全景。
“从这就能看见人
才公寓、轻轨、超市和商业广场，大楼
有食堂、咖吧和健身房，
办公条件和周
边配套设施让人满意。听说还能享受
地方政策服务和一些共享资源，那就
更好了。
”兰嵩说。
在嘉定和周边城市兜兜转转了 3

个多月，国内行业领先者“睿畜科技”
最终把研发中心设在了位于轨道交通
11 号线嘉定北站附近的双创大厦。其
最大的考量，就是便利的交通和周边
生活配套，
这对企业未来招聘人才、留
住人才是一个加分项。
“睿畜科技”的“感觉”，只是嘉定
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缩影。在资金、政
策等“硬服务”之外，嘉定倾听企业的
心声，关心解决好企业、人才在工作之
外的所思、所需，及时提供暖心服务，
犹如正餐过后端上的一道甜品，甜甜

的滋味沁入心脾。
围绕“精准服务”，相关部门在政
策条件允许的前提下，积极为人才营
造“来得了、待得住、用得好、流得动”
的软环境，
让嘉定成为创新人才汇聚、
人才事业成长、人才安居乐业之地，
解
决企业发展的后顾之忧。
近年来，
诸多科研院所的回归，为
嘉定聚拢一大批人才资源，提供了强
有力的科技支撑。
据不完全统计，
仅驻
区高校、科研院所领域的科技人才就
有两万余名。
区科委在调研中发现，
在

企业和人才的众多需求中，改善交通
条件是首要问题，也是迫切需求。然
而，
经过相关单位的多次协商研究后，
区科委发现，常规的开辟公共线路等
手段，并不能真正满足院所人才的需
求。于是，区科委会同相关镇、街道及
部门，与环球车享和上海驿动两家新
能源汽车领域的科技创新企业合作，
尝试建立“绿色、共享、互联”
的交通网
络体系，推行科研院所电动汽车分时
租赁项目和新能源大巴共享专线，以
改善人才的交通出行。

“原本从地铁站换乘公交去单位，
不仅易误点，还要挤公交，下车后再步
行，少说也要 30 分钟。”就职于“飞博
激光”的慕思佳说，
“现在乘坐的电动
大巴，除了能直达单位，车上一人一
座，
还配有无线网络，
十分舒适。
”
为解决轨道交通 11 号线与科研
院所及科技企业之间“无缝对接”的问
题，区科委与上海驿动公司进行了多
次沟通，从线路的走向设计到车辆停
靠站点的选定，逐一都进行了反复讨
论。
（下转第 4 版）

3 项共建协议、4 个共建中心“敲定”

嘉定将全力当好
“店小二”

市政法委来嘉定调研禁毒工作
本报讯 4 月 10 日，市委常委、市
委政法委书记、市禁毒委主任陈寅一
行来嘉定调研基层禁毒工作。区领导
陆奕绎、夏卫东陪同。
陈寅要求，要全覆盖毒品预防教
育体系、全环节管控吸毒人员体系、全

链条打击毒品犯罪体系、全要素监管
制毒物品体系、全方位毒情监测预警
体系、全球化禁毒国际合作体系，
推动
禁毒相关工作出实效；
要抓住机遇、乘
势而上，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
推进成
员单位履职，
调动群众参与，
发挥区域

优势，解决瓶颈问题，
促进禁毒工作全
面、整体、协调向前发展。
嘉定正开展禁毒示范城市（区）创
建工作，下阶段将整合区内各类执法
资源，强化基层禁毒力量，
打造禁毒工
作“升级版”
。
记者 冉涛

将“书面语”
转化成“方言土语”，
接“天线”
，更接“地气”

把十九大精神“种”
心田
本报讯 “让我们紧紧地/集结在
十九大的旗帜下/乘着新时代的浩荡
东风/加满油、把稳舵、鼓足劲……”4
月 15 日，嘉定区党的十九大精神生动
化宣讲现场推进会在嘉定工业区海裕
广场上演，诗朗诵、独脚戏、对口快板
等原创节目一一亮相，为市民带来一
场嘉定“好声音”。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嘉定区积极
探索以各类文艺样式作为载体，通过
语言类节目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地将
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到干部群众中去。
其间，有关街镇和部门创作生产了一
批以上海说唱、独脚戏、故事、快板、相
声、诗朗诵等为表现形式的文艺作品，
将“书面语”转化成“方言土语”，转化

成“文艺节目”，上接“天线”、下接“地
气”，让党的创新理论入脑人心、落地
生根，
“种”
进老百姓的心田。
赵春华是嘉定籍知名作家，为了
创作朗诵诗《旗帜》，他翻阅了大量材
料。
“说来惭愧，
上了年纪后，
我在学习
上就
‘疲’
了，
借着这次创作，
把十九大
精神这一课补上！”
“山再高，
往上攀总
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
”学
习文件时，习总书记的这句话震撼了
赵春华，他把这句话引用到诗歌中。
推
进会现场，当四位马陆青年饱含深情
地朗诵这首诗，
如同春日和煦的风，
将
党的创新理论吹入人心。
嘉定青年作曲家关伟和词作者张
堃创作的歌曲《中国道路》，生动诠释

了“四个自信”
，
“我觉得创作这样的歌
曲是时代需要。
”关伟希望这首歌能向
市民传递一种信念：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更符合当前中国的实际情
况，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当天的推进会上，基层宣讲员代
表获赠《十九大精神微课堂》。这本理
论读本通俗易懂，将成为嘉定干部群
众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口袋书”
和
“掌中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石中军
透露：
“下阶段，嘉定将进一步创新基
层理论宣讲方式方法，将生动化宣讲
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持久推进下去，
不 断 增 强 理 论 宣 讲 的 感 染 力 、传 播
力。
”
记者 顾佳兰

本报讯 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发展，嘉定再添一批重量级成果——
在 4 月 11 日召开的嘉定科技创新中心
重要承载区建设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
暨 2018 年嘉定·高校科研院所座谈会
上，嘉定与科研院所签署 3 项共建协
议，
4 个共建中心同时揭牌。
市科技工作党委书记刘岩，区委
书记、区长章曦，中科院院士王建宇、
王曦，区领导许谋赛、刘海涛、周金林、
沈华棣、董依雯、周文杰、蔡潇飞、傅
俊，以及十余家科研院所负责人出席
会议。
章曦在讲话中指出，经过嘉定与
高校、科研院所一起努力，
着眼国家战
略、上海需要、嘉定所能，嘉定的科技
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创新产业化
步伐不断加快，科创生态环境不断优
化。他指出，对标国家战略和市委要
求，嘉定要更好推进新一轮科创中心
重要承载区建设，重点在提升科创集
中度和显示度、打响嘉定科技服务品
牌、自主创新产业化、突出人才支撑保
障四个方面下更大功夫。嘉定区委、区
政府将全力当好服务科技创新的“店
小二”
，进一步完善联席会议常态化机
制，在项目建设、资金安排、政策支持
等各方面，
全方位提供优质服务。
会上签署的 3 项协议分别为合作
共建上海移动能源产业孵化基地、上
海先进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临床声
学联合实验室，均致力加速科技创新
成果产业化，
助推“纸变钱”。嘉定与科
研院所合作共建的上海先进激光技术
创新中心、先进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
核能技术工程中心、超声技术工程中
心 4 个中心同时揭牌。
据悉，在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全
面建设第一轮的三年中，嘉定与科研
院所、高校全面深化合作，
积极推动重
大科研项目和产业化项目在嘉定落
地。前两次联席会议上，嘉定与 9 个科
研院所、高校签署了 12 个合作协议，
着力推动 22 个重点项目在嘉定的实
施和发展，其中就包括当天揭牌的 4
个共建中心，以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集聚区（一期）、微技术工研院、
“新微
创源”、
“神光”产业园、中科院上海国
家技术转移中心嘉定产业基地、环同
济创智城、科嘉人才苑等。
这些项目既
丰富了院地合作的内涵，更为推动科
技成果转化、实现院地（校地）共赢做

出了积极有效的探索。
会前，与会者还参观了光机所激
光技术创新中心等地（见左图）。
记者 孙凌/文 秦逸超/摄

相关链接
移动能源产业孵化基地：由嘉定
工业区和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共同建设，
基地规划建立研发中试线、
应用孵化平台及测试实验室等，未来
将依托双方优势产业，形成以移动能
源为核心的多行业、跨领域产业集群，
以及上下游产业配套，带动区域内智
能微网、
智慧城市的发展。
上海先进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
由菊园新区和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
所共同建设，将构建应用技术研发、新
材料产业化、新材料技术转移转化、科
技资本化运作的平台，围绕嘉定重点
发展的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
息技术和高性能医疗设备及精准医疗
等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筛选、集成一批
项目。
临床声学联合实验室：由中科院
声学研究所东海研究站和上海健康医
学院附属嘉定区中心医院共建，将合
作开展听力筛查与诊断、听觉感知与
补偿、言语评估与康复、
生物医学超声
等技术研究工作，同时共同培养兼具
科研与临床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推动
科研院所科技成果溢出，力争用 2 到 3
年建成一个研究与成果转化机构。
上海光机所先进激光技术创新中
心：
将建设激光与光电仪器研发中心、
新能源汽车激光加工装备及工艺平台
等，
目前激光雷达项目、
钛宝石项目及
中科煜宸、
上海镭慎等公司已入驻。
上海先进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
与上海麓路资本合作设立面向先进材
料技术的知识产权投资基金和股权投
资基金，并已推动多项其他科技成果
的顺利转化。
先进核能创新研究院应用技术研
发和工程设计中心：主要致力于熔盐
储能、超轻水制备、绿色制氢、测试平
台、放药平台和辐照平台六类技术的
产业化工作，其中部分项目技术产业
化已取得实质性进展，目前正向“溢
出”
技术实现商品化、
产业化推进。
上海超声技术工程中心：致力于
解决超声关键技术，面向市场需求资
本支持，
实现产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