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劳动报
记者 郭娜）上海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

小组办公室决定 ，自
9 月 12 日零时起，我
市将对目的地为苏浙

皖三省的入境人员 ，
实行“3+11”隔离转运
措施。

对目的地为苏浙

皖三省的入境人员 ，
在沪集中隔离 3 天
后，闭环转运至当地，
继续集中隔离 11 天。
即在定点隔离的第 4
天， 由三省安排专人
专车将符合转运要求

的相关人员， 从隔离
点闭环转运至三省目

的地， 继续实施后续
健康观察至 14 天期
满。 对于在沪期间出
现异常情况的 （核酸
或抗体阳性、 有症状
的、 密切接触者等），
按照原有流程在沪排

查诊治或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 14 天。
对目的地为我市

的入境人员， 仍实施
有条件的“7 天集中+
7 天居家”隔离措施；
对沪苏浙皖以外的入

境人员， 仍按现有做
法一律在沪集中隔离

14 天。

沪鼓励事业单位科研人员“下海”
■劳动报首席记者 罗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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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岗期间工资照发 回原单位需安排职位

本报讯 事业单位科研人

员“下海”创业？ 欢迎！ 近日，本
市出台相关意见， 进一步支持
和鼓励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离岗

创业。离岗创业期内，由原事业
单位发放基本工资。

离岗创业基本工资照发
期限可延长至 6年
根据规定， 科研人员开展

“双创” 活动可申请离岗创业，
职称、年龄、资历、科技成果形
式、获奖层次、获得专利与否均
不作为限制离岗创业的条件。

科研人员书面提出离岗创

业申请的，经所在单位同意，可
带着科研项目和成果离岗创

业。 科研人员离岗创业期限不
超过 3 年， 期满后创办企业尚
未实现盈利的可以申请延长一

次，延长期限不超过 3 年。离岗
创业期限最长不超过离岗创业

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年

限。 在同一事业单位申请离岗
创业的期限累计不超过 6 年 。
事业单位不得以离岗创业为由

解除其人事关系。
离岗创业期内， 由原事业

单位发放国家规定的基本工

资；社会保险费、职业年金由原

事业单位代为缴纳， 所需费用
由离岗创业人员和创办企业共

同承担， 缴费基数按照原事业
单位同类人员确定。

离岗创业人员与原事业单

位其他在岗人员同等享有参加

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和岗位等级

晋升的权利， 并可不占原事业
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 ，
也可在创办企业申报职称。

回归需安排职位
单位可设置创新岗位
离岗创业人员根据实际情

况， 终止离岗创业提出提前返
回原事业单位的，应提前 30 日

书面报告原事业单位， 原事业
单位应在 30 日内为其安排相
应专业技术职务等级的岗位 ，
双方恢复履行变更前的聘用合

同。 离岗创业人员提前返回或
离岗创业期满返回续订聘用合

同时，如无相应岗位空缺，原事
业单位可暂时突破岗位总量和

结构比例， 将其聘用在相应专
业技术职务等级的岗位上 ，并
在 3 年内逐步消化。 科研人员
离岗创业期间， 原事业单位工
作年限连续计算。 按规定缴纳
社会保险费和职业年金的 ，离
岗创业年限视作连续工龄。

事业单位根据开展“双创”

活动需要， 可根据人事综合管
理部门备案后的岗位设置方

案， 在专业技术岗位中自主设
置创新岗位， 人选可以通过内
部竞聘上岗或者面向社会公开

招聘等方式产生， 高层次紧缺
人才可通过直接考察的方式引

进。 事业单位根据创新工作实
际， 可探索在创新岗位实行相
对灵活、弹性的工作时间，便于
科研人员合理安排利用时间开

展创新工作。 创新岗位科研人
员依法取得的职务科技成果转

化现金奖励， 计入当年本单位
绩效工资总量， 但不受总量限
制，不纳入总量基数。

9 月 10 日教师节，102 岁的上海市首批特级教师林有禹收到了来自上海自然博物馆 （上海科技馆分馆） 的特殊节日礼
物———4 件修复完好的动物标本。这些教学标本是林老先生当年亲手制作的，有些已有 60 多年的历史。当天，馆方代表正式将
这些标本归还上海市实验小学，并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蝴蝶标本制作体验课。 ■劳动报记者 王嘉露文 王陆杰摄

本报讯 9 月 10 日 , 上海
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市政府新

闻发布会，金山区委书记胡卫
国介绍了金山区近年来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 记者了解到，
乐高乐园已签约落地金山区

枫泾镇，明年二季度将开工建
设，同时金山第二个万达商业
综合体项目近期也成功落户

枫泾镇。
近年来，金山积极推动沪

浙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努力
成为环杭州湾重要节点城市、

沪浙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示

范城区。
在重点区域发展方面，金

山区主动融入虹桥国际开放

枢纽南向拓展战略，南部滨海
地区、北部亭枫地区、中部“田
园五镇”等重点区域辐射带动
作用持续增强。 比如，该区加
快推动滨海地区开发，圈围成
陆 3866 亩， 年底将完成竣工
验收。

在重点平台建设方面，金
山区加快推动链接长三角的

各类功能性平台建设。 比如，
持续推进长三角科技城建设，
探索建立跨省市的融合创新

实践区。 再如，积极推进唤醒、
复兴老品牌工作，上海老牌新
品首发地、长三角老字号企业
联盟、长三角老品牌振兴基地
落户金山，长三角老字号创新
实践基地也正式揭牌。

在重点领域协同方面，金
山区全面深化与长三角周边

城市的合作，联动发展的领域
不断扩大。 比如，加快推进综

合交通一体化，3 条省际对接
道路开工建设，6 条跨省市公
交线路开通运行。 又如，加强
社会治理联动，深化毗邻地区
“平安边界十联”机制，实施环
保联合执法，完善应急联动机
制 ， 实行传染病应急联防联
控。 再如，推动医疗资源实时
共享，率先开展跨省异地点对
点医保联网实时结算，金嘉点
对点异地就医医保实时结算

门急诊累计 12 万余人次。
■黄兴

乐高乐园签约落地上海金山
3条省际对接道路将开工建设

上海对目的地为
苏浙皖的入境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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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转运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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