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简单、省时，又少
跑路，真是边检好举措。 ”上海
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业

务员张健高兴地说 ，“新措施
真正把通关时间变为零，还省
去了我们往返边检窗口办理

手续的时间，一艘船可以节省
2 个小时。 ”这一便利措施，就
是外高桥边检站最新推出的

“一站式”查验通关模式。
春节期间，一艘从韩国驶

来的 “长锦维娜 ”轮靠泊外高
桥一期码头，外高桥边检站民
警提前在码头上等候，在船舶
靠泊后， 民警身着防护服、手
持最新研发配备的边检智能

查验终端登轮， 仅用 15 分钟
便办结了船舶及船员的入境

查验手续，整个过程无需船舶
代理人员再花费 2 个小时往
返检查窗口办理手续，也无需
船方提交任何纸质申报材料，
查验完毕船舶即可开工作业、
上下人员，大幅提升了船舶通
关效率和码头周转效率。

为进一步简化国际航行

船舶查验流程，提升船舶通关
速度，外高桥边检站对综合信

誉好、管控风险低的国际航行
船舶，整合优化了先前国际航
行船舶“入境预检”与“入境正
检”的查验功能及流程，第一时
间派员登轮“一站式”为船舶及
船员办理查验手续，有效降低
船舶在港等候和代理往返的时

间成本。据外高桥边检站统计，
外高桥口岸每年船舶查验量达

23000 余艘次， 年内预计有超
过 95%的入境船舶可享受此
项通关便利。

2020 年，外高桥口岸国际
航行船舶进出量在下半年迅速

反弹，全年共查验出入境（港）
船舶 23000 余艘次，数量基本
与往年持平。 外高桥边检站表
示，将进一步深入推进海港口
岸勤务模式改革，实现警力精
准投放、集约使用、快速反应；
通过简化船舶进出港边检手

续、 拓宽边检行政许可适用范
围、加强移动查验终端和现场
查验车的科技化手段应用等

服务举措，使手续再次简化、流
程再度优化、企业成本持续降
低、通关速度不断加快。
� ■ 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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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多个重点建设项目节后开工忙
开新局，起好步

本报讯 春节假期结束后，
青浦区各重点建设项目的工地

又开始热闹起来。 建设者们以
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的精神
奋战在施工一线， 冲刺全年工
作任务，奋力争创“开门红”。

在上海精测半导体技术研

发大楼建设现场， 多辆混凝土
搅拌车已经停在工地， 等待施
工人员对研发大楼地下室结构

进行混凝土浇筑， 大型起吊机
等工程机械也在有条不紊地进

行施工作业。工人们铆足干劲，
全力投入到建设中， 处处是繁
忙的施工景象。 项目经理韩智
辉介绍， 目前项目的管理人员
已经全部到岗， 工人已经到岗
近 60 人，预计在正月十五工人
将达到 200 人。 项目主体结构
已完成 80%， 预计在两个月内
完成主体结构的全部施工。

为确保防疫、开工两手抓，

项目施工承建方上海宝冶根据

疫情防控政策， 提前与劳务队
伍对接， 跟踪管理人员节后到
岗情况， 在施工现场设置防疫
卡点， 每天对施工人员进行体
温检测。 在做好防疫工作前提

下， 及时投入新一年的施工生
产， 向着年底投产的目标全力
冲刺。 “我们联系各个分包单位
落实工人的出发地， 筛选低风
险区域的工人到施工现场 ，同
时对工人的行程码和健康码进

行查验， 完成安全施工作业教
育之后才能进到工地进行复工

复产。 ”韩智辉说。
上海民办兰生复旦学校青

浦分校建设项目也按下了 “加
速键”。 施工现场，100 多位工

人忙得热火朝天， 有的工人忙
着焊接作业； 有的工人协作搬
运施工器械； 项目经理田勇也
正忙着复查人员、材料、机械到
位情况， 排查施工现场的安全
隐患。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 100
多位工人到岗， 正月十五过后
能恢复到 800 人的正常施工状
态。 ”田勇说。

兰生复旦青浦分校作为长

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亮点建设

项目， 为实现学校今年 9 月如
期开学的目标， 施工方根据周
计划、旬计划、月计划等不同阶
段， 制定落实不同阶段的工作
重心， 及时通过调整人员 、机
械、施工程序等措施，不断强化
各项技术安全保障措施。目前，
整个工程项目已完成 65%。

为切实加强项目施工质量

安全管理， 确保各建设项目安
全有序复工， 青浦区严格按照
防控要求，提前分析研判，主动
对接服务，积极指导，有序推进
全区重点项目复工建设。

本报讯 昨天， 劳动报记
者了解到，上海乐高乐园度假
区项目合资公司日前已完成

工商注册登记工作 ， 项目设
计、建设等进入实质性推进阶
段。 预计于今年内开工建设，
2024 年初正式开园。

据了解 ， 上海乐高乐园
度假区项目合资公司于牛年

春节前夕完成工商登记注册

工作，较原定时间大幅提前一
个半月获取营业执照。合资公
司首笔注册资本金及项目首

笔外资均已于节后首日支付

到位， 顺利实现新年 “开门
红”。 合资公司取得营业执照
后，设计、建设等后续工作进
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各项工作
将陆续落地疾行 。 金山区城
投集团将， 按照 “中国首发，
全球旗舰” 的乐园建设标准，
高效率、 高品质完成上海乐
高乐园设计、建设等工作。

据悉，上海乐高乐园度假
区项目预计于今年年内开工

建设，2024 年初正式开园，将
成为全球最大的乐高乐园度

假区之一。 度假区将融合中

国、 上海文化以及江南特色
的独特元素， 由全球一流的
创意、 设计、 建设团队运用
声、 光等多种技术，共同打造
带有故事主题的沉浸式主题

乐园、亲子家庭能共情玩乐的
欢乐时光。

金山区将加快推动度假

区周边区域的开发建设，高标
准提升项目周边区域的交通

道路等配套，并着力完善周边
的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引进高
端品牌酒店和亲子主题酒店

群等。 �■ 黄兴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叶
赟） 昨天，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MWC）在上海正式开幕。

工业与信息化部副部长

刘烈宏在开幕式致辞时表示，
中国积极推动新一代移动通

信技术和产业发展，取得了令
人欣喜的成绩。 累计建成 5G
基站超过 71.8 万个， 约占全
球的 70%； 独立组网模式的
5G 网络已覆盖全国所有地

市，5G 终端连接数超过两亿；
技术产业加速成熟 ， 已上市
5G 手机达到了 218 款 ，2000
元以上的中高端市场 5G 手机
销量占比已经超过了 90% ；
5G 行业模组实现了小规模出
货，已在工业网关、智慧家庭
等领域投入使用。

刘烈宏说， 中国 5G 发展
取得积极成效，离不开社会各
界的共同努力。基础电信企业

充分发挥网络建设主力军的

作用，克服疫情影响，加快 5G
网络建设部署，累计投资已超
过 2600 亿元；积极推进 5G 行
业应用的发展，联合各方在全
国 30 个省份开展试点， 实施
项目覆盖了能源、医疗、交通、
教育、文理等 10 余个行业；同
时不断提升服务水平，规范营
销服务，完善监测机制，保障
用户的体验和权益。

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项目年内开建
预计2024年初正式开园

“一站式”查验
让口岸通关效率再提速

简单、省时、少跑路

累计投资超2600亿元

中国建成5G基站约占全球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