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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在日前结束的

第十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简称 “国赛”）

上， 共有 8 家上海企业挺进全国 50 强，展

现出了上海创新创业的“新兴力量”。 作为

我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双

创赛事， 今年共有 3.3 万余家企业参与国

赛角逐，涉及生物医药、新材料、智能制造、

新一代信息技术四大产业领域， 总决赛入

选率仅为 1/666。

在来自上海的 8 家 50 强企业中，生物

医药占据了半壁江山， 且代表了上海生物

医药领域的不同优势方向：科望（上海）生

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引领新一代肿

瘤免疫治疗创新研发， 上海嘉坦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重点开发肿瘤和自身免疫、 代谢

类和感染性等疾病领域的创新药物， 纳米

维景（上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深耕“高速、

高精度”静态 CT 成像医疗设备，上海汇禾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从事心血管介入医疗器

械的研发生产。 这也体现出上海生物医药

产业全面发展的特质。

两家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一家新材

料企业和一家高端制造企业，构成了挺进

国赛总决赛的另一半“上海队”。 在信息技

术产业领域 ， 上海在前沿技术突破和应

用场景落地上优势明显 。其中 ，芯来科技

自主研发了多款基于 RISC-V 构架的处

理器产品 ；百琪迈科技用工业 CAD、智能

裁剪设备、物联网技术为企业提供数字化

设计。

新材料和高端制造领域入围的上海企

业虽然数量不多，但科技含量极高。上海派

拉纶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涂层技术填

补了国内空白，其复合型涂层在医疗器械、

电子产品、芯片制造等领域有广泛应用。霖

鼎光学（上海）有限公司攻克了多个国内光

学行业数年未能突破的技术难点， 成功研

制了全国首个大尺寸复杂微纳结构光学模

具、全球首个微纳纹理 3D 光学模具、微透

镜阵列、 微菲涅尔透镜阵列等典型的复杂

光学模具及光学元件。

自 2012 年以来，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已

连续举办十届， 累计参赛企业和团队超过

24 万家。 今年参与国赛角逐的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突出，拥有各类知识产权达 20 万余

项，户均 6.1 件；专利数总计 111652 件，独

立自主研发的专利数量占比高达 90.5%。

地铁14号线年底前将开通初期运营
运营里程38公里换乘站13座，分流2号线客流缓解人民广场站换乘压力

历时 6 年多建设， 上海轨道交通 14 号

线即将于年底前开通初期运营。 14 号线是

一条城市东西方向的径向线， 西起嘉定区

封浜站， 东至浦东新区桂桥路站， 沿线经

过嘉定、 普陀、 静安、 黄浦、 浦东 5 个行

政区， 运营里程 38 公里， 设站 31 座 （本

次开通 30 座）， 换乘站 13 座。

记者昨天实地探营时了解到， 14 号线

通车后， 将有效分流 2 号线客流、 缓解人

民广场站换乘压力、 打破陆家嘴站只有一

条地铁线路的局面， 同时将有力支持江桥

新市镇、 真如城市副中心、 静安寺商业区、

黄浦 CBD 地区、 陆家嘴中央商务区等沿线

重要地区的开发建设。

打破陆家嘴站只有一条地
铁的局面

记者探营发现， 陆家嘴站有 14 号线、2

号线换乘，这将打破该站仅有 2 号线一座车

站的局面。从 14 号线车厢出来，步行至 2 号

线站台，用时约 5 分钟。

在陆家嘴站换乘通道内， 有一件名为

《今朝踏浪》的艺术作品，在全长 112 米的巨

型 LED 电子屏上呈现。 这一艺术作品主要

由金色和水浪两个元素构成，循环播放金色

巨浪翻滚的画面，呈现出“乘风破浪、扬帆远

航”的意象。 “金色代表光的颜色，象征着陆

家嘴金融中心；水代表着上海城市欣欣向荣

的生命力和金融中心源源不断的蓬勃活

力。 ”设计师告诉记者。

14 号线的车站设计还引入空间艺术和

艺术空间的概念。 比如， 豫园站的 “上海

脉搏” 和一大会址·黄陂南路站的 “黄陂疏

影” 车站主题艺术， 把二维平面转化成三

维空间艺术， 集功能性、 人文性、 艺术性

于一体。

据介绍， 由于 14 号线工程穿越市中心

核心区域、工程难度大，建设者们克服重重

困难，确保年底开通初期运营。 由于目前部

分出入口周边仍有项目在收尾，市民乘客出

行时需留意。

比如，静安寺站 11、15 号口、大世界站

3 号口、 陆家嘴站 10 号口周边仍有施工围

挡，待完成清场收尾工作后即可拆除；曹杨

路站与 3、4、11 号线换乘通道与地块开发结

合建设， 需待地块开发项目完成后同步开

放，目前采取出站换乘。

此外，由于龙居路站部分出入口及风井

的建设受前期腾地影响暂不具备施工条件，

14 号线开通初期运营后将仅满足过站功

能。 后续相关工作完成后，将尽早建成并对

外开放。

首条以绿色三星级标准建
设运营的线路

14 号线是我国首条全线以绿色三星级

标准进行设计、 建设和运营的地铁， 打造

绿色低碳发展的轨道交通示范线。

“绿色不只局限于节水、 节能、 节电，

它的外延正进一步扩展， 让绿色建筑不再

是藏在吊顶、 装饰材料里。” 14 号线项目

公司项目经理吴东鹏表示， 通过包括暗挖

在内的技术手段， 将施工产生的光、 噪音

等污染以及对交通的影响降至最低。

比如， 陆家嘴站建设过程中， 虽身处

摩天大楼群内， 但工地几乎 “隐身” ———

把工地装进 “壳子” 里， 通过新风系统净

化内部空气， 既能最大程度降低噪音、 扬

尘等对周边的影响， 也能掌握好施工进度。

14 号线各车站还设置了环境监测系

统，监测内容包括 PM10、PM2.5、温度、湿度

等。 管理平台通过线路级和车站级环境监

控，实现了统计分析、预测预警等功能。

再过几天， 14 号线就要通车， 这对缓

解城市东西部和核心区重要交通走廊的紧

张状况、 改善沿线居民出行条件、 提升城

市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等具有重要意义。

基本公共服务“上海标准”明确95项服务
保障最基本民生需求，努力做到应保尽保和均等享有

本市昨天公布新制订的 《上海市基本公

共服务实施标准 （2021 年版 ）》，对标国家标

准，落实国家要求，进一步加强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保障，提升人民群众福祉。《实施标准》统

筹考虑市民群众需求和财力可负担水平，从

“幼有所育 、劳有所得 、老有所养 ”等 9 个方

面，明确 95 个服务项目。

基本公共服务是指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

基础上，由政府主导提供、与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和阶段相适应、 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

发展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务。简单地说，基本公

共服务重在雪中送炭，核心是通过政府兜底，

保障最基本的民生需求， 努力做到应保尽保

和均等享有。

上海于 2017 年制订发布了基本公共服

务的 《项目清单》， 在全国率先探索以清单

化和标准化为特色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框架

和制度， 之后几年 《项目清单》 进行过三次

动态调整。 通过探索， 上海更加明确了各级

政府 “保基本” 的责任任务， 推动应保尽保

和均等化落实。 对市民而言， 清单化的做法

也让他们能一站式全面了解可享受的基本公

共服务权益。

今年上半年， 作为我国民生保障的一次

重大制度创新 ，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2021 年版）》 首次出台， 明确了现阶段各

级政府必须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范围和

底线标准 。 为对标国家要求 ， 落实国家标

准， 贯彻 “以标准促均等化” 理念， 经市政

府同意， 市发展改革委等 17 个部门联合印

发了 《实施标准》。

据市发展改革委介绍，新制订发布的《实

施标准》包括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优

军服务保障、 文体服务保障 9 个方面、95 个

服务项目，每个项目均明确了服务对象、服务

内容、服务标准、支出责任、牵头负责单位等。

根据《实施标准》，国家已明确的基本公

共服务事项， 原则上在本市已实现 “应纳尽

纳”，其中新纳入的服务有 4 项，包括“就业登

记与失业登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疾

病应急救助”“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值得一提

的是，虽然它们是国家标准的新增项目，本市

相应增加，但由于这些事项在本市均已实施，

因此并不涉及新增投入。

结合本市实际，根据已出台政策，上海此

次还在原基本公共服务 《项目清单》 的基础

上，对部分服务项目的标准、内容、对象等作

了调整。 比如，每月基本养老金水平，从不低

于 1100 元增至 1200 元；“城乡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 服务标准， 由补足至每月人均生活费

1240 元增至 1330 元；“残疾人养护服务”，在

原有基础上增加了 “提供护理照料、 生活自

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训练、 职业康复等服

务” 的内容； “无障碍服务” 的服务内容和

对象， 对照国家标准拓展到 “为本市户籍低

保、 低收入等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按标准

予以补贴”。

此外，《实施标准》 还保留了一些上海特

色的服务项目，比如婚前医学检查、120 院前

急救、社区居家照护服务等。这些项目均由地

方财政负担，可以做到持续稳定供给。

市发展改革委表示， 下一步将围绕存在

保障服务短板的部分群体 ， 以及 “五个新

城” “南北转型” 等重点区域， 加大政策供

给和资源配置的力度，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

均等化。 同时， 将结合 “15 分钟社区生活

圈” 建设， 推动资源下沉和共建共享， 打造

一批示范性街镇， 让基本公共服务向市民家

门口延伸。

“企业合规改革创新引领区”
品牌创建正式启动

本报讯 （记者祝越）上海市检察机关深化涉案企业合规改

革服务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暨 “企

业合规改革创新引领区”品牌创建启动仪式，昨天举行。

自去年起，根据中央统一部署，本市检察机关依法有序推动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 今年以来，市检察院制定《上海市检

察机关办理涉案企业合规试点案件工作规定（试行）》，进一步提

升试点案件办理规范性。 此外，研究起草《长三角区域涉案企业合

规检察协作工作办法》，促进异地协作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

本月，市检察院、市国资委、市财政局、市工商联等 9 家单位

共同成立上海市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机制管委会并会签配套文

件，为第三方机制运行的规范性、中立性、专业性提供制度保障。

全市 16 个区已成立区级管委会 14 家，12 个区成立专业人员名

录库，第三方机制进入实质化运行。

全市共有 37件案件、42家企业纳入或完成企业合规试点，并

呈现出案件类型较多、涉案企业规模跨度大、涉案企业类型多元

等特点。 这些涉案企业案发前均没有刑事犯罪记录，均不涉及与

案件相关的前科劣迹；案发后认罪态度良好，均自首或坦白，涉税

案件中 84%已补缴税款，知识产权案件中 2/3已获得谅解。本市检

察机关办理的 3起案件已入选最高检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

本市检察机关还开发上线 “企业信用查询服务申请平台”，

并依托上海市大数据中心、“信用上海”、社会信用查询平台等数

据信息，开展合规社会调查。 同时，结合试点实际，形成虚开发

票、侵犯个人信息等 7 类罪名类型化合规审查标准。

开展企业合规工作离不开相关部门的协作。此次揭牌的“企

业合规改革创新引领区” 由浦东新区检察院与临港新片区管委

会共同创建，是提升服务保障能级、汇聚外智外力的切实举措。

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临港新片区党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朱芝松， 市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张本才共同见证

“企业合规改革创新引领区”揭牌，并为临港新片区企业合规监

督指导专家委员会专家代表颁发聘书。

临港新片区初步建立
统一高效金融管理体制机制

本报讯 （记者祝越） 上海银保监局支持临港新片区领导

小组办公室昨天揭牌， 这意味着临港新片区已初步建立统一高

效的金融管理体制机制， 将为加快推动新片区金融高水平开

放、 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该办公室将在跨境金融、 离岸金融、 科技金融、 产业金融

等领域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在临港新片区充分展示综合改

革和特殊立法的效应。 同时， 做好就近监管服务， 与临港新片

区管委会相关部门密切合作， 通过建立与市场主体专项沟通机

制等方式， 及时准确了解新片区改革创新最新需求， 推动新片

区金融创新工作往实里走、 往深处行。

下一步，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将加强区域金融监管协同， 为

金融创新提供广阔的空间， 抢抓绿色金融、 科技金融、 离岸金

融等新机遇， 让更多创新业务和案例在新片区 “开花结果”。

市委常委， 临港新片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朱芝松

出席。

“集共体”在临港成立创新实验室
本报讯 （记者祝越）中国集成电路共保体（集共体）首批企

业合作签约暨创新实验室揭牌仪式，昨天在临港新片区举行。首

批约 3800 亿元风险保障提供给合作意向客户，标志着集共体工

作迈出实质性步伐。

中国集成电路共保体由 18家满足条件的国内财产保险公司

和再保险公司组建，成立两个月来已建立集成电路企业生产风险

量化评估模型并设立创新风险实验室， 推动行业与产业深度融

合，同时围绕集成电路产业设计、建设、生产到使用的全生命周期，

探索建立保险风险管理中国标准。 目前，集共体还在努力形成以

集共体为核心，政府支持、产业认同、行业齐心的集成电路保险生

态圈，逐步提升我国集成电路保险独立性和可持续性。

市委常委 ，临港新片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朱芝松

出席 。

轨道交通 14 号线豫园站的 “上海脉搏” 车站主题艺术集功能性、 人文性、 艺术性于一体。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地铁里程世界第一，上海为何还要建市域铁路
机场联络线、嘉闵线今年顺利开建，南汇支线也将于近期开工……

随着“新穿越号”和“建勋号”盾构机刀盘

徐徐转动， 上海首条新建市域铁路———机场

联络线 2标和 7标盾构机日前始发掘进。 截

至目前， 机场联络线已完成 9 个深度达 25

米以上的风井和工作井超深基坑的施工，其

中深度达 44 米的华泾站一区基坑已完成开

挖，创造了上海轨道交通最深基坑纪录。

作为上海第二条新建市域铁路———嘉

闵线自今年 6 月 28 日开工以来， 除先行 2

个标段有地墙施工以外， 其余的处于前期

绿化和管线搬迁阶段。

市域铁路， 这一名词在不少人看来颇

为陌生。 上海已拥有世界最大运营里程的

地铁网络， 为什么还要建市域铁路？ 难点

挑战在哪里？ 对上海未来发展乃至长三角

一体化建设又有何重大意义？

速度快、运量大，满足 1
小时通勤圈快速通达需求

上海申铁相关负责人吴俊表示， 市域

铁路既不同于地铁， 也异于国铁。 市域铁

路相对于城市轨道交通， 它速度更快、 运

量更大 、 站间距更大 、 辐射范围也更广 ；

相较于国铁干线， 它的运营模式更加公交

化、 更加灵活、 开行密度也更高。

例如，连接嘉定与市区的轨道交通 11号

线，支线通往江苏花桥，是中国第一条跨省地

铁线路。 对于经常乘坐的上班族来说，11 号

线开通后通勤着实便利不少，但也有烦恼，就

是通往市区的时间较长。 按每站行驶与停靠

约 3分钟来计算，一趟下来将近 2小时。

“类似 11 号线这样往返于郊区与市区

的地铁线， 由于本身线路长且站点设置多，

乘坐的时间就相对较长。” 吴俊说， 地铁实

现了郊区与市区之间轨道交通从无到有的

突破， 接下来就是要让速度加快、 通勤更

便捷， 这也是市域铁路建设的初衷。

市域铁路新建线路单程通行时间一般

不超过 1 小时 ， 设计时速在 100-160 公

里， 平均站间距原则上不小于 3 公里， 早

晚高峰发车间隔不超过 10 分钟。 以嘉闵线

为例， 建成后嘉定新城居民乘坐轨道交通

前往虹桥枢纽， 耗时将从 1 小时缩短为 30

分钟， 从南翔出发仅需 13 分钟， 极大缓解

进中心城地铁客流压力， 为新城居民提供

高效便捷的出行选择。

华泾站基坑深达 44
米，创下上海轨道交通最深
基坑纪录

机场联络线、嘉闵线等完全新建市域铁

路，都是颇具挑战的新尝试。

由于市域铁路为建成区与市郊组团的

有效联络通道， 而且运营速度比地铁快，导

致车站较地铁车站埋深大、 施工风险高，需

在新工艺、新技术方面不断突破创新。

今年 11 月，14.05 米国产超大直径盾构

“骐跃号”大显身手，在机场联络线 3 标梅富

路工作井—华泾站区间隧道， 由西向东斜交

先后下穿轨道交通 15号线下行线和上行线。

“穿越时隧道与地铁隧道最小垂直净间

距仅 7.5 米。 ”吴俊介绍，尽管已有北横通道

与轨道交通 7 号线相距 7 米穿越在前，这次

仍压力不减。 最终，历经 59 小时，“骐跃号”

完成了对地铁 15 号线的极限穿越， 地铁运

营未受影响，沉降控制在毫米级，创下了国

内超大直径盾构近距离穿越地铁隧道的施

工纪录。

值得一提的是， 华泾站是上海在建以

及已建车站里的深度之最。 该站为地下 4

层结构， 地下连续墙与墙缝加固最大深度

均达到 107.5 米， 基坑最大开挖深度达到

44 米， 开挖面积约 1.8 万平方米， 为历年

来轨道交通施工之最。

建成投运后， 由于市域铁路采取的是

铁路制式轨道交通运营模式， 且具备与国

铁互联互通的技术条件， 导致相关机电和

客服系统的设计要有兼容性和创新性， 目

前国内还未有此类铁路的开通运营经验 ，

需要从建设伊始就开始研究， 探索新的运

营模式。

为“五个新城”、长三角
一体化示范区建设提供交通
支撑

今年底 ， 随着轨道交通 14 号线以及

18 号线一期北段即将建成通车 ， 上海地

铁运营里程将突破 800 公里。 不过在吴俊

看来 ， 后来居上的市域铁路也迎来发展

机遇。

根据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

2035 年）》， 上海将建设约 1000 公里的市

域线。 《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

规划》 则提出了新一批市域铁路规划建设

项目， 比如嘉闵线北延伸、 南汇支线、 南

枫线、 上海示范区线、 奉贤线等。

其中， 南汇支线已完成前期准备工作，

将根据市重大工程计划安排于近期开工建

设 。 建成后 ， 它是临港新片区与浦东枢

纽、 虹桥枢纽及上海主城区之间的快速联

系通道， 更是提升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

片区对外交通通达性和辐射能力的重要市

域铁路。

上海示范区线已开展选线专项规划公

示， 它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多层次轨道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建成后将有利于提升示范区城镇之间的交

通互联互通水平， 加强示范区与虹桥国际

开放枢纽之间的联动 ， 构建上海主城区 、

青浦新城与浙江嘉善、 江苏吴江等地的快

速骨架交通。

结合上海 “五个新城” 建设， 吴俊表

示， 市域铁路的加快实施， 是强化新城与

近沪枢纽节点的便捷连接。 此外， 贯彻以

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理念 , 市域铁路重

要枢纽节点一般位于城市开发边界内 , 为

“五个新城 ” 等重点地区发展提供了交通

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