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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出形象、五年出功能、十年基
本建成”，这是前滩国际商务区开发之
初定下的总体目标。记者1月16日从浦
东新区了解到，作为上海未来六大重点
发展区域的前滩，今年将进入建设项目
集中竣工期，区域开发将秉承“一手抓
功能、一手抓市场”的理念，力争建设成
为“世界级中央公共活动区的样板区”。

主体项目将集中竣工
前滩国际商务区建设规划中，商

业、办公、住宅及酒店被视为四大主体
功能。其中，囊括办公、商业功能的前滩
世贸中心一期、二期已经于2017年率
先竣工并投入运营；2018年则将有近
十个主体项目竣工，前滩建设进入了

“快车道”。
今年竣工的项目包括晶耀前滩、前

滩世贸中心三期、中粮·前滩海景壹号、前
滩·东方逸品、海航·前滩领航、前滩·弘文
华唐公寓、前滩·惠临雍萃公寓、前滩·尚
峰名邸、三湘·印象名邸等。

上述项目中，前滩·弘文华唐公寓

定位面向国际家庭的
高品质租赁式公寓，
包含 4 栋小高层塔
楼，共有212套公寓，
项目设有整体两层地
下室，拥有含室内泳
池的独立会所、儿童
游戏室、商务中心等
便利设施。三湘·印象
名邸项目总建筑面积
5.38万平方米，包含
184套住宅，其设计
充分考虑建筑与滨江
景观的互动关系，力
求打造高端滨水住
宅。

其他项目则均具
备四大主体功能中的
多个功能。例如，前
滩·惠临雍萃公寓项
目由面积 1.76 万平
方米的商业办公楼和
相同面积的公寓组
成。该项目是上海第
一个要求建成后全部

自持的土地挂牌项目，同时也是前滩地
区首个装配式建筑试点项目。

而在2019年至2020年内，前滩中
心、前滩·嘉耀新都、前滩·东方悦耀，以
及位于32-01、38-01、49-01、50-01
地块的主体项目也将陆续竣工。其中，
前滩中心将成为区域未来的标志建筑。

前滩中心位于前滩核心区域，紧邻
轨交东方体育中心站，由陆家嘴集团与
太古地产、香格里拉集团合作开发。中
心包含一栋280米高的办公塔楼、一座
五星级酒店与一个大型低密度商业广
场。目前办公塔楼结构标高已超过250
米，预计于2019年竣工；酒店正在进行
地下施工，商业广场正在地上施工阶
段，预计均于2020年竣工。

建设宜居宜业的乐土
将一块土地打造成宜居宜业的乐

土，除了四大主体功能外，生活服务、市
政道路、公共交通、绿地公园等配套设
施建设同样重要。根据“先宜居、再宜
业”的开发思路，目前前滩地区道路建

设、河道改造、能源管线铺设等市政基
础设施已基本建设完成，教育、医疗、文
化、体育等配套设施也已建成或开工。

今年，前滩地区将新添一所九年一
贯制学校及一所幼儿园，与已有的教育资
源相呼应，为地区提供多元化的教育资源
选择。这所学校邻近国际社区，目前已经
完工，计划于今年秋季正式投入使用。

同时，前滩国际社区服务中心也已
进入精装修阶段，将于今年竣工。该中
心包括3栋楼宇，涵盖零售、餐饮、社区
净菜超市等商业配套设施，以及社区医
疗卫生站、社区邮政所、社区福利设施
等生活配套设施，能够提供优质便捷的

“家门口”服务。
在医疗方面，前滩莱佛士国际医院

目前已经进入地下施工阶段，预计于
2019年竣工。医院设计床位达400个，
将提供内科、外科、骨科、眼科、耳鼻咽
喉科、妇产科、儿科等全方位的医疗服
务，服务水平达到国际标准。

前滩地区公共交通也经过精心设
计，分为大运量、中运量和常规交通三个
层级。现阶段大运量公共交通依托轨交

东方体育中心站，实现6号线、8号线、11
号线三线换乘，可方便快速地前往市区
各个方向；中运量公共交通中，南桥新城
至浦东快速公交线路正在建设中；地区
内常规交通站点也在不断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位于前滩核心地区
的公共绿地，不仅具备休闲和景观功
能，还将承担交通和集散功能。该公共
绿地将通过下沉式广场等多样式空间
的布局，实现地面与轨道交通站点、公
交站点、楼宇之间的无障碍连接。该项
目正在精装修阶段，预计2018年竣工。

自2012年前滩国际商务区开发拉
开帷幕以来，前滩区域竣工项目总面积
达41万平方米，仍有243万平方米项
目在建。随着一大批项目的集中竣工，
今年将成为前滩建设承上启下的重要
关口。

接下来，前滩国际商务区的工作重
点将转移到社区管理和城市管理方面。
前滩将致力于“特别适合国际企业入
驻”和“特别适合国际家庭入住”的两大
建设理念，紧跟世博地区打造“世界级
中央公共活动区”的目标。

沪一重点区域项目集中竣工

前滩将建世界级中央活动区

作为沪上“次新”商圈的五角场，它
的“二次创业”正开展得如火如荼：继万
达广场经过9个月的大规模改造，重新
开业之后，东方商厦杨浦店经过4个多
月的紧张施工，于1月19日向公众展现
了它的新形象——业态大换血，正式转
型为“城市奥莱”，店招大变革，更名为
UMAX（悠迈生活广场）。

东方商厦杨浦店的前身是2001年
开业的华联商厦杨浦店，2005年，它
翻牌为东方商厦杨浦店。当时的五角
场地区，正迎来新一轮房地产开发
热，复旦大学江湾校区开始兴建，万
达刚刚起步，百联又一城刚刚动工，
苏宁易购尚是个传统的电器商城，合

生汇还没有踪影……东方商厦杨浦店
以其高端定位，一时间成为五角场商
圈的时尚标杆。

“东方商厦杨浦店要变成城市奥
莱，我们可以不用去青浦了。”听说
UMAX即将开业的消息，五角场商圈
还有一些消费者误认为它是青浦百联
奥特莱斯的“浓缩版”。

城市奥莱也不是一般的奥特莱
斯。据介绍，一般意义上的奥特莱斯通
常地处中心城区的周边，最吸睛的往往
是国际一线大牌的折扣店。而城市奥莱
由于经营场地有限，因此对品牌的选
择、对打折力度和打折节奏的掌握都需
有更高超的技术。

城市“奥特莱斯”开张
五角场的又一只“角”靚起来

上海不动产交易登记只需5天
上海市即将启动全市范围的不动产登记“全·网·通”服

务改革，未来居民办理不动产交易登记将从原来的41个自
然日，缩至5个工作日；同时，居民“跑大厅”的次数将减少。

不动产登记“全·网·通”具体是指全面服务、网上办理、
信息互通，由上海市规土局、市住建委、市房管局、市地税局
联合开展。上海市不动产登记局副局长胡进表示，“全·网·
通”将分阶段逐步实现，预计1月底至2月初实现“全”，即

“全面服务”。
此前，上海居民办理不动产交易登记整套流程要跑交

易、税务、登记3个部门，前前后后需要至少41个自然日，才
能领到不动产权证。不动产登记服务改革后，居民只需找一
个窗口，去一次现场，核定身份、提交材料，窗口一次受理后
即可完成不动产交易登记的全部申请手续。

与此同时，办理时限大大缩短。办理不动产交易登记整
套流程所需的41个自然日或将缩至5个工作日。借鉴国外
为重大财产处置事项设置犹豫期的做法，兼顾办事方便和
合理需求，将各类登记的办理时限统一调整为当日办结（仅
针对查封登记等）和5个工作日办结两种类型（未经公证的
不动产继承、受遗赠等特殊登记类型除外）。

上海长途总站人脸识别制作身份证明
旅客出行走得急，身份证没带怎么办？别急！来自上海

长途客运总站的消息，总站开发的最新人脸识别系统已上
线，在总站一楼圆弧大厅服务台推出人脸识别办理临时身
份证明服务，旅客只需通过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整个流程
仅用1分钟，就可以现场制作出临时身份证明，这个证明既
可以用来购票，也可以用来乘车。

据介绍，总站的这套人脸识别系统与公安身份证系统
是联网的，办理临时身份证明的旅客，只要面对摄像头，就
可以识别身份信息，进而打印出来的身份证明上，既有身份
证号码，也有旅客的头像照片。

根据《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自2017年3
月1日起总站已实行实名制购票、乘车。

乘坐东航飞机可空中使用手机
根据中国民航局《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

合格审定规则》第五次修订、《机上便携式电子设备(PED)使
用评估指南》相关要求，东方航空16日修订完成了有关“落
地细则”。几乎同时，海航也宣布在波音787、波音737、空客
A330机型上全程开放N-PED(不具备发射功能的设备)使
用，包含开启飞行模式的手机。春秋航空新闻发言人张武安
也透露，预计2018年上半年，旅客将在飞机上有条件地使用
手机等电子设备。随后，深航也表态2018年上半年放开。

东航规定，旅客可在飞行全程中使用具有飞行模式的
移动电话(智能手机)和规定尺寸内的便携式电脑或Pad、电
子书、视/音频播放机和电子游戏机等小型PED设备，但需
打开飞行模式，关闭蜂窝移动通信功能。超过规定尺寸的便
携式电脑、Pad等大型PED设备仅可在飞机巡航阶段使用，
在飞机滑行、起飞、下降和着陆等飞行关键阶段禁止使用。

因工作需要，决定在启东市范围内公开招聘
城管特勤人员若干名，具体事项如下：

一、招录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治合格，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积极向上，具有敬业奉献精神，热
爱城市管理工作；具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服从
组织安排；为人正派，坚持原则，敢于动真碰硬；

2.复员、退伍军人及中共党员优先，户籍不
限；

3.男性，高中以上学历，年龄20周岁至40周
岁之间，身高1.72米以上，体重70公斤以上，身
体健康（一般多指无传染性疾病、无精神疾病、身
体条件可胜任工作强度，如身体情况特殊可致电
咨询），体型端正，无残疾，无口吃，裸眼矫正视力
不低于1.0；

4.无违法犯罪记录。
二、时间安排
1.报名时间、地点：2018年1月25日至31日

（上午8：00-11:00，下午2：00-5:00），汇龙镇
城管中队办公室（汇龙镇惠阳路桃源路口东南侧
汇 龙 镇 拆 迁 指 挥 部 大 院 ，电 话 ：
0513-83902022）。

报名时随带：①本人户口簿、身份证、退伍证
原件和复印件1份；②学历证明原件和复印件1
份；③个人近期免冠一寸彩色照片2张。

2.政审：报名后，由选聘工作组组织政审。对

政审不合格者，取消竞聘资格。
3.体能测试：体能测试参照《启东市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大队汇龙镇中队特勤体育锻炼标准评
分表》执行（详见附件），未达合格线不得参加面
试。

4.面试：面试成绩为百分制，面试成绩当场公
布。面试时间、地点报名时另行通知。

5.体检：体检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6.录用：按照面试排名录用岗位后，由汇龙镇

组织人事部门发出《录用通知书》，被录用人员凭
《录用通知书》按《劳动合同法》依法办理用工手
续。报考者一旦被录用，须按《录用通知书》规定
时间及时报到。

工作满一年，由镇相关部门组织相关人员对
聘用人员进行考核，对考核不合格的人员解除聘
用合同。

三、工资褔利待遇和岗位性质
本岗位为派遣制合同工，合同一年一签。依

法缴纳养老、医疗、工伤、失业险金、人身意外保
险等。

四、招聘纪律
按照有关规定，资格审查工作贯穿于本次招

聘工作的全过程，对违反招聘纪律、弄虚作假的
报考人员，一经查实，立即取消考试和聘用资格。

汇龙镇人民政府
2018年1月22日

启东市汇龙镇人民政府招聘
城管特勤人员公告

▲凌明兰不慎遗失住院医药费发票1张，金额共

计76822.41元（2017年4月29日至2017年 5月29

日上海市同济医院，发票号1300139804）。现声明作

废，本人承诺该发票未获得任何补偿。

▲张乐乐不慎遗失住院医药费发票1张，金额共

计18142.84元（2017年3月11日至2017年3月27

日上海市儿童医院，发票号1600063968）。现声明作

废，本人承诺该发票未获得任何补偿。

▲戴启超不慎遗失住院医药费发票1张，金额共

计34742.70元（2017 年2月6日至2017年2月8日

启东市人民医院，发票号0000385154）。现声明作废，

本人承诺该发票未获得任何补偿。

▲沈彩萍不慎遗失住院医药费发票1张，金额共

计12757.01元（2017 年7月3日至2017年7月7日

上海长海医院，发票号77183439）。现声明作废，本人

承诺该发票未获得任何补偿。

▲马夏婧不慎遗失住院医药费发票1张，金额共

计1928.15元（2017 年1月9日至2017年1月14日

启东市第二人民医院，发票号0000560221）。现声明

作废，本人承诺该发票未获得任何补偿。

▲启东市东旺水产养殖有限公司遗失黄新私章

一枚，现声明作废。

▲张允红遗失养老保险卡一份，卡号：708378 。

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