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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长三角科博会在安亭举行
本报讯 11 月 28 日，由嘉定、
苏州、温州三地政府联合举办的
2018 年首届长三角科技交易博览
会在上海汽车会展中心举行。大会
围绕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
展的总体目标，搭建长三角科技创
新合作交流平台，创新科技服务贸
易、
促进技术贸易方式，打造长三角
科技服务品牌，进一步推动长三角
地区的科技、产业、人才等资源集
聚、
交流融合。
中共嘉定区委书记章曦在致辞
中表示，
嘉定与苏州、温州联合举办
“首届长三角科技交易博览会”，这

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主旨演讲和视
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推进长
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举
措。他希望借助这个平台，打造成果
展示、技术交易和服务融合的品牌，
更好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
科博会为期 3 天，
共举办 13 场
分享前沿思
专业论坛、路演等活动，
想和创新成果。开幕式上，
启用
“双
创券”平台、成立“长三角创新服务
贸易共同体”
，
进一步推动资源整合
共享；启动打造长三角合作产业创
新园区，进一步促进成果转移转化；

建立长三角汽车产业创新联盟，进
一步引领产业协同发展，实现优势
会上还举行
互补、
共赢共荣。此外，
了 2018 年中国科学院专利竞价（拍
进一步推
卖）会上海专场开槌仪式，
介科创产业核心技术。
共有 250 多家来自长三角地区
在信息技术、高端制造、健康医疗、
新能源、军民两用技术、科技服务、
科技成果转化领域具备一定实力和
创新能力的企业及机构参加本次博
共有数十家
览会。安亭作为举办地，
在高端制造、
健康医疗、
新能源领域
拥有行业领先地位的企业参展。其

区领导调研走访大型企业
本报讯 近日，中共嘉定区委
书记章曦，中共嘉定区委副书记、
区长陆方舟分别来到位于安亭镇
的大型企业蔚来汽车、凯泉泵业、
安波福以及华特集团进行调研走
访，倾听企业发展转型中的困难和
需求，征求企业对政府改善营商环
境的意见和建议。
蔚来汽车近年来发展迅猛，于
今年 9 月在纽交所挂牌上市。 10
月，蔚来汽车以增资 166.6 亿美元
的大手笔再次大放异彩，成为互联
网新能源汽车中的翘楚。在调研中，
章曦详细询问蔚来汽车市场分布状
况、
制造模式、新车规划及企业面临
的困难。章曦对蔚来汽车发展给予
充分肯定。他指出，
企业上市后可能
面临一系列不可预测的难题，要怀
政府高
抱信心并谨慎应对。他表示，

度重视初创型企业的发展，将尽可
能解决企业的迫切需求，打造良好
的营商环境，同时希望蔚来汽车能
够借助上海国际汽车城区域优势，
不断开拓创新，推动企业在新能源
汽车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在调研凯泉泵业时，章曦了解
到凯泉今年前 10 个月订单销售额
达到 34.95 亿元，同比增长 27.6%，
“ 政府一定会
他表示赞赏，并表示：
帮助符合嘉定产业导向的高质量
企业做强做大！”
安波福脱胎于德尔福汽 车 电
气有限公司，章曦在了解了企业对
人才引进的配套政策比较关注时表
示，嘉定正在致力于打造更完善的
配套体系，做好企业发展的“店小
二”
，同时也在完善引才留才机制，
帮助企业员工在嘉定更好发展。

陆方舟参观了华特集团的
NVH 实验室。该实验室具备为整车
厂提供全部声学模块的研发能力，
综合性能国际一流。华特总经理介
绍了集团的发展历程、目前的市场
发展
定位及未来规划。从初创公司，
到如今旗下拥有 16 家公司、年产值
20 多亿元、
年缴税超过 1 亿元。华特
“村企结
还主动参与东西部精准扶贫
回报社会。
对”
、
组织员工义务献血，
陆方舟充分肯定华特集团的企业文
化和发展成效，
他认为企业发展要注
重企业文化的传承，要发扬工匠精
神，
要开拓视野、
加强创新。陆方舟表
政府就要主
示，
要想提升营商环境，
动跨前、强化服务、积极作为，全力
以赴帮助企业做大做强，积极助推
嘉定朝着世界级汽车产业中心大
步迈进。
苏凤仪 蒋一超

区“平安家庭”创建
暨“宪法进万家”主题活动在安亭举行
本报讯 日前，
“法治嘉定 巾帼
行动”
嘉定区“平安家庭”创建暨“宪
法进万家”
主题活动在安亭举行。上
海市妇联副主席刘琪，嘉定区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陆奕绎，区法宣办、
区司法局、区妇联、区人民法院、安
亭镇党委等领导出席活动。
“平安
陆奕绎肯定了近年来全区

同时要求紧
家庭”创建取得的成绩，
化
密结合平安嘉定建设、普法依法，
解矛盾，
为平安嘉定建设添砖加瓦。
活动中，嘉定区婚姻家庭纠纷
调处窗口揭牌，为群众化解婚姻家
庭纠纷提供更加多元化、便捷化的
妇女维权工作成
服务。“疏心大姐”
立婚姻家庭纠纷调处室。嘉定区家

事审判合议庭揭牌，合议庭将通过
心理疏导等方
家事调解、
家事调查、
法进一步促进家庭和谐，拯救破碎
“平安家
家庭。活动还表彰了嘉定区
庭”
100 户代表和嘉定区优秀满天
综
星巾帼志愿者代表。安亭司法所、
治办、妇联等单位还在场外开设了
咨询服务摊位。
蒋一超

图片新闻

“上海树王”悄然穿上“黄金甲”
“上海
进入初冬，
NO.1”古银杏如今已披上
，引来不
了一身“黄金甲”
少游客观瞻美景，人数比
往年同期多了一倍。
古银杏树已有 1200
树
多年历史，高 24.5 米，
金黄
围 6.5 米。每到深秋，
色的叶片随风飘扬，在树
下铺成金色地毯，市民游
争睹上海
“树
客慕名而来，
王”
风采。
蒋一超

中，
高端制造领域的上海阀门厂股份
有限公司是国内唯一具有核 1 级弹
簧式安全阀设计制造许可证的阀门
制造商，拥有世界一流、国内容量最
大、
参数最高、试验项目最全的阀门
热态性能试验中心。产品广泛用于电
力、石油化工、天然气、船舶、航空航
环保、
军工及核
天、
冶金、
纸业、
医药、
电等新能源领域，
是国内综合实力较
强的阀门制造商之一。健康医疗领
域，
除了在国内外已经声名斐然的上
海细胞治疗中心之外，安亭老牌企
业——
—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也现身
科博会，
该公司是上海市高新技术企

技术力
业，
研发、
生产和销售离心机，
量雄厚，具有成熟的专业工艺和测试
目前已取得 22 项自
手段，
设备先进，
长三角一
主知识产权。在新能源领域，
安亭占 7 家。除了
共参展 27 家企业，
业界翘楚蔚来汽车等知名企业，还有
安亭新引入的实力企业，如捷新动
力。该公司在安亭的工厂占地面积
2.4 万平方米，具备 18 万台生产能
力，
开发建设了国内先进的动力电池
模组及系统的自动化装配生产线，
产品经过各项严苛标准验证，具备
同整车寿命的 8 年/20 万公里的质
保周期。
胡新栋

嘉定区归有光研究会成立
了归有光的文华、品格和精神。
本报讯 留下散文名篇 《项脊
会上，归有光研究会成立并举
轩志》 的明朝著名文学家归有光，
行第一届理事会会议。今后，研究
曾在安亭生活过二十余年，开创了
会将组织开展归有光生平、家世、
“教化嘉定”的美誉。11 月 30 日，嘉
著作、教育、学术思想等方面研究，
定区政协文史委、安亭镇政府等单
举办学术研讨会、讲座、展览、比
位联合举办，以“传承·奋进”为主
题的首届嘉定归有光学术研讨会。 赛，编纂出版有关归有光研究的著
作，定期出版会刊《震川》。
震川书院原址所在的震川中学，也
据了解，476 年前，归有光（号
同时纪念其建校 190 周年。
震川）从昆山携家移居安亭，开始
嘉定区归有光学术研讨会在震
副
了长达 20 多年著述讲学的生活，
川中学举行。区政协主席刘海涛、
主席陈技、王漪和 100 多名来自上 “四方来学者常数十百人”，声震安
亭江。清道光年间，为了传承归有
海、
昆山的专家学者、震川中学校友
光的精神，在安亭菩提寺东建成震
以及归有光后裔等参加活动。
川书院，收嘉定、新阳（今太仓市）、
活动上，昆山市归有光研究会
昆山、青浦四地的学子，成为江南
（筹）代表向震川中学赠送《归有光
一所著名的书院，即今震川中学前
全集》；西上海集团向学校捐资 10
身。此次，归有光研究会的成立，是
万元；相关专家、与会者就各自研
弘扬传统文化、长三角教育文化联
究的领域进行了交流发言；震川中
动的重要平台和载体。
学师生还表演了舞台剧 《震川先
刘静娴 程静
生》及配乐朗诵《项脊轩志》，展现

两地警务联动交界更加安全
本报讯“各卡口注意,现昆山
昆山警方还委派专人到安亭派出所
曹安检查站一辆黑色轿车拒检闯
综合指挥室驻点协作，强化警务信
关逃逸,牌号为苏 E6P4**! ”接到指
息和数据共享，提升打击效能。近
令, 安亭检查站立即指挥警力严阵
期，
花桥发生一起抢劫案，犯罪嫌疑
以待，15 分钟后成功将“嫌疑车辆” 人往上海方向逃窜，两地警方在侦
拦截。这是安亭花桥警务联动的一
办案件过程中通过视频接力发现嫌
次演练。为进一步落实长三角一体
疑人逃跑踪迹，并最终将多名嫌疑
化战略，针对省际交界警务工作存
人陆续抓获。10 月下旬以来，两地
在的各类问题，安亭花桥警务部门
警方在省际卡口累计抓获网上在逃
推动建立“长安”共享联动机制，通
人员 10 余名，缴获各类违禁物品
过无缝对接、协同发展，为区域社
100 余件。
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你们不用来，我们来抓捕”、
根据警务合作协议，安亭花桥 “我们拦下来，交给你们查”……这
两地警方强化跨省流窜作案打击
样的交流在网络工作群和电话沟
力度，在沪苏交界地域水陆等级道
通中，成为一种常用语。如今，两地
口全方位构筑安全防线。
警方从所长、办案民警各层面无缝
10 月底的一天晚上，位于沪苏
对接，强化了区域合作联动效率。
交界的昌吉路秦安路口，安亭派出
跨省区域警务协作，不但双赢
所和昆山曹安派出所民警正在开展
互惠，还解决了一些民生领域的问
道口联合查堵行动，对过往车辆进
题，巩固警民鱼水情。安亭、花桥两
合成查
行逐辆盘查。随着警力混编、
地经济较为发达，城市接壤地域犬
控等机制的建立，这样的联动模式
牙交错，一些小区横跨两镇地界，
在两地区域内多个无名道口和陆上
一些商铺产权与工商登记分属两
等级道口全线展开，两地警方联合
地，难免形成盲区。随着两地警务
巡防整治，也渐渐成为一种常态。昆
合作相关框架协议的签署，基层派
山曹安派出所所长表示：
“我们两所
出所日常相互衔接到位, 两地纠纷
现在开展各类场所整治集中行动， 更容易得到解决。
都是相互通气协同作战的。”为此，
宣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