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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04

■劳动报记者 郭娜

上海高校昨天迎来首批新生

父母开房车送双胞胎女儿报到

沪苏两地边检机关紧密配合

海工“睡美人”换上
“中国芯”出境服役

开着房车送女儿报到

“姐姐叫刘翔宇，被上海师范大
学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录取， 妹妹
叫刘翔飞，被南京师范大学录取。 ”
刘爸爸满脸自豪。 为何要开着房车
送孩子报到？ 刘爸爸说：“姐姐开学
早，妹妹 9 月 1 日报到，房车可以带
的东西多，送孩子上学更方便。 ”一
家 4 口在路上走走停停， 用了 4 天
时间才到达上师大。 “之后我们还要
去南京送妹妹报到， 再去我老家湖
北兜一圈。 ”双胞胎的妈妈贺女士告
诉记者， 此前一直忙于照顾两个孩
子的学习和生活， 没有时间和机会
外出游玩，连娘家都很少回，这次要
弥补几年的遗憾。 为何两个孩子都
报师范院校？ 姐姐刘翔宇告诉劳动
报记者：“是受到妹妹的影响， 她从
小就想当老师， 我也觉得当老师很
好，父母也支持我们的理想。 所以就
相约一起报了师范院校。 ”

刘爸爸告诉记者， 两个女儿非
常懂事，在学习生活上都很自主、独
立，也有很多兴趣爱好。 “电子琴和
钢琴都是 10 级，还会手风琴 ，希望
她们两人能愉快度过大学生活。 ”刘
爸爸说：“我们觉得上海和南京都非
常有活力，大学也都很好，希望她们
能够早日适应大学生活。 ”

作为上海市新生报到最早的高

校之一， 上海师大早在暑假期间就
为 00 后萌新们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报到这天， 校园里到处可见身着统
一服装的学生志愿者， 新生们大多
在网上已经完成了相关手续， 在学
校的安排下， 快速办妥现场确认并
领取军训服装后，就可到宿舍入住，
准备迎接即将开始的军训和大学校

园生活。
据介绍，为适应“互联网+”的一

代新生需求，贴近 00 后大学生日常
手机使用习惯， 上海师大本次采用
了全新的迎新系统，新生通过扫“二
维码”报到，无论新生是在寝室楼下
报到， 还是到体育馆办理一站式服
务，都可以通过现场扫码的方式，用
手机迅速高效地完成各类签到 、信
息完善和缴费等新生报到手续。

每个新生班级配备班主任

昨天， 上海理工大学也迎来了
4109 名本科新生。萌新们初来乍到，
除了辅导员和任课老师以外， 新学
期， 上理工为每个新生班级还配备
了一名新时期班主任。 经过自愿报
名和精心遴选，132 名教职员工走马
上任， 他们将在新生的求学之路上
扮演重要角色。

“所谓新时期班主任，队伍构成
和工作要求都发生了变化， 他们要
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加强班风学
风建设、加强班级指导管理、做好学
术引导和就业指导等方面工作的基

础上，积极创建班级特色品牌，责任
重大”。 党委教师工作部副部长岳敏
楠介绍，学校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新时期本科生班主任工作的实施

意见》，积极推进新时期本科生班主
任工作。

除了 90 名专任教师，今年还有
42 名党政管理干部积极踊跃加入了
新时期本科生班主任的队伍。 “这项
工作是推进学校‘全员育人、全过程
育人、全方位育人’的重要环节，通
过潜移默化的引导和教育， 使学生
增强使命担当意识， 树立正确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 ” 岳敏楠说道。

为了让新时期班主任更好地开

展工作， 学校信息办推出了电子班
系统。 通过系统，班主任能够及时了

解所带班级学生的动态， 从而对学
生进行个性化指导， 也有利于学生
随时与班主任开展互动并对班主任

工作进行评价。
“你好， 欢迎来到上海理工大

学，我是你的班主任李秀君。 如果你
在学业、 专业选择等各方面有任何
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开学前
一天，环建学院的李秀君老师通过
电子班级系统给班上的每位同学

发送信息 ，带来贴心的报到提醒 。
报到当天 ，她又马不停蹄地去

各个宿舍和新生交流 。 “班主任工
作最重要的就是耐心 、 爱心和责
任心 ， 希望能够引导新生快速适
应大学的学习和生活 ， 培养他们
自我管理 、自主学习 、自我调节 、
与人合作沟通交际的能力。 ”李秀
君说道。

临港迎来了“小鲜肉”

昨天的临港新片区愈发热闹 ，
上海电机学院 2019 级学生成为今
年首批“入驻”新片区新生。

在迎新现场的大屏幕上， 实时
滚动着完成报到手续的步骤， 这是
学校推出的的 “智慧迎新管理 ”系
统， 这一系统有效地推动了迎新工
作的规范化和便捷化， 新生可以通
过系统提前在网上进行预报到 ，查
询自己的录取信息、宿舍信息、辅导
员信息和缴费信息， 完成信息采集
等线上报到环节， 新生辅导员在报
到现场扫码确认报到状态， 实现科
学、快捷、高效的一站式报到。

临港校区半月广场的一项活动

吸引了萌新们的目光， 带着 “电机
红”的邮筒，颜值满分的“手绘电机”
明信片，那是学校组织的“写给 4 年
后的自己 ”主题活动 ，新生们在明
信片上写下对自己大学生活的期

许与寄语，亲手投递到一旁的时光
邮筒里。

上海电机学院表示 ，希望通过
此项活动，勉励新生们不忘入学初
心，在临港新片区的热土上不断成
长 ，用拼搏奋斗的实际行动 ，诠释
青春的真谛与内涵。 在 4 年后的毕
业时刻，学生们将会收到这份来自 4
年前的礼物， 对照 4 年前许下的愿
望，这既是一种督促，更是一份暖心
的留念。

本报讯 （劳动报首席记者
包璐影 通讯员 叶真于 摄影 龚

轲轲） 昨天下午， 先后由沪苏两
地海工企业历经近一年半改装修

复的新一代浮式生产储油轮

“FPSO HELANG” 号犹如待嫁
的新娘 ,在两艘外籍拖轮的拖动
下从绿华山锚地启航驶向马来

西亚 。 这艘曾经在印尼海域停
航多年的闲置储油轮迎来了新

生。 为确保该储油轮顺利出境，
上海和江苏两地边检机关紧密

配合 ， 协同为该轮办理了出境
手续 ， 为船方节约了宝贵的时
间和营运成本。

闲置FPSO储油轮
迎来生机

浮式生产储油轮 （FPSO）
是海洋石油开发的关键设施， 主
要用于海上石油、 天然气等能源
的开采、 加工、 储存、 外运。 被
称为为移动的海上石油加工转运

站 。 近年来 ， 由于油价持续低
迷 ， 海洋工程装备市场持续萎
缩 ， 各大油气开发商们无意新
建、 新购海上石油勘探设备， 而
是积极寻找更为经济的方式来开

发海上油气田， 纷纷将已闲置的
浮式生产储油轮 （FPSO） 进行
重新改建部署。 旧船新用， 不仅
能够有效缩短建造周期、 降低制
造成本， 还可以发挥既有的管理
维护系统和作业人员等优势。 诸
多已经闲置多年的浮式生产储油

轮 （FPSO） 迎来了春天 ， 这也
为相关海洋工程设备的修造企业

创造了机遇。
据悉， 本次出境的储油船曾

经是在印尼海域停航多年的 “睡
美人” “Four Rainbow” 号， 改
装前锈迹斑斑 ， 内部钢结构老
化， 船上各模块技术落后。

2018 年 2 月该船经洋山边
检站验放入境后， 先后由上海和
江苏的海洋工程制造企业历经一

年半的改装升级， 做了大手术的
“睡美人” 更换了几乎所有脏器
和血管， 全新的技术模块和管线
使残旧的船舶华丽转身成为新一

代具有先进水平的浮式生产储油

船 ， 多项技术具备世界领先水
平， 能加工存储石油 8 万吨。

历经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后，
该 船 被 重 新 命 名 为 “ FPSO
HELANG” 号 。 据船方介绍 ，
交付后， 该轮将赴马来西亚的油
田服役， 直接创造效益。

沪苏边检协同
为出境提供便利

由于此浮式生产储油船在江

苏完成最后改建， 在上海出境，
为确保其顺畅出境， 沪苏两地边
检机关协同办理， 确保了船舶出
境检查手续无缝衔接。 船舶改造
完毕后， 江苏启东边检站为该轮
43 名船员办理了登船手续 ， 同
时将船员信息通过网络传送至

120 公里外的出境港边检机关 。
收到信息的洋山边检站窗口前

移、 警力前置、 服务前倾， 派出
执勤组赴浙江嵊泗绿华山锚地水

域， 登轮为上一港及本港上船人
员共计 60 名船员办理了出境手
续。 经跨三省， 两地边检机关协
同办理， 为船方至少节约了 1 天
的手续办理时间， 节省了日租金
2 万美元。

本次浮式生产储油轮的改造

和出境是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缩

影， 上海和江苏的海工企业利用
各自技术特点， 对船舶相应部位
进行模块化改造， 彰显了长三角
区域产业链优势和中国制造的硬

实力。
沪苏两地边检机关协同办理

边检手续， 为处于低迷状态下的
海工装备市场提供了出入境通关

效率保障， 彰显了该区域优质的
营商环境。 未来， 随着长三角区
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 区域竞争
力的持续增强， 在一带一路上，
从长三角走出去的 “中国制造”
的身影将越来越多。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胡玉荣）
随着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方案的

正式落地 ， 昨天 ， 奉贤 “未来空
间” 推进办公室在临港新片区揭牌
成立。 据悉， “未来空间” 将聚焦
5G 通讯 、 人工智能、 物联网 、 新
材料、 新能源汽车等智能制造产业，
以产城融合为抓手， 致力于成为自
贸区新片区联动的新高地。 奉贤方
面表示， 继 “东方美谷” 之后， 将
全力打造这一区域经济新引擎。

8 月 6 日， 国务院发布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
区总体方案》 ,在上海大治河以南、
金汇港以东以及小洋山岛、 浦东国
际机场南侧区域设置的新片区， 包
含了奉贤全域近三分之二的面积。

不久前， 《奉贤区打造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车 “未来空间” 3 年行
动计划 （2019—2021 年 ） 》 发布 ，
这是奉贤为打造南上海 “未来空
间” 量身定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记者从新成立的 “未来空间 ”
推进办公室了解到 ， 首先将建设
“未来空间” 产业走廊。 每年平移一
平方公里土地指标， 滚动开发一平
方公里， 产调腾出一平方公里， 以
奉贤新城、 临港奉贤园区和四团镇
为主的奉贤东部地区作为产业走廊

的两极， 以 G1503 为纽带， 打造奉
贤全域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核心零

部件 “一廊四区多点” 的空间布局。
其次 ， 积极培育产业发展生

态。 通过与临港集团、 上海交通大
学、 区内现有汽车产业相关领军企
业开展政、 产、 学、 研深度合作，

加快建设临港集团－上海交通大学
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平台,推动国家级
工程实验室、 上海市级智能网联信
息安全测试认证服务平台、 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车关键场景 （地库、 园
区、 乡村等） 测试区、 智能网联再
创造大赛等项目与活动在奉贤落

地。 第三， 积极推动提高 “汽车未
来空间”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奉贤区委书记庄木弟表示 ，
“未来空间” 要积极主动融入自贸
区新片区建设， 在项目规划、 人才
政策等领域与新片区共成长， 体现
出上海的水平和临港的速度。

当天， 一批从奉贤区各机关 、
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选派的高素质

年轻干部， 已经奔赴 “未来空间”
的新工作岗位。

聚焦智能制造产业 服务临港新片区

奉贤成立“未来空间”推进办

“开 了4天，路上走走停

停，昨天晚上到达上

海。”昨天，上海师范大学迎来

了 506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本

科新生。来自辽宁抚顺的刘爸

爸一家吸引了不少目光，他们

一家4口从东北开着房车，送

孩子到学校报到。劳动报记者

获悉，上海理工大学和上海电

机学院也迎来了萌新们，各学

校为了方便学生报到，都做了

不少准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