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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创新为老服务大赛在安亭举行
本报讯 11 月 30 日，由上海科
技助老服务中心主办，安亭健康医
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第五届
“健康医疗”专场
创新为老服务大赛
在汽车·创新港举行。通过大赛，安
亭镇希望引进和培育更多健康医疗
创新企业，推动健康医疗产业在安
亭集聚和发展。
活动中，7 个参赛项目——
—上
海细胞治疗集团的白泽计划温暖
行，根本生物的海外好医生、IPS 再
生医学，康旦实业的地尔水疗马桶，
三联机器人的机器人护理床，艾益
生的双头灸温阳仪，江苏恒爱的智
能医养康复护理平台等一一上台向
评委组以及市民观察团作展示。对
于直接关系民生的创新项目，专家
学者专注提问，市民观察团踊跃问
询，
现场反响热烈。其间，安亭本土

企 业 的两 个 项 目——
—白泽 计 划 和
IPS 再生医学项目受到更多关注。
根本生物带来的展示项目 IPS
再生医学，通过导入特定的转录因
子，可将分化的体细胞重新编程为
诱导性多能干细胞。它具有无限增
通过组织再生，
殖和多向分化潜能，
可以进行组织或器官的再生治疗。
目前，根本生物在安亭已设有一个
生产工厂，将形成从基因检测到细
胞储存、细胞治疗以及对客户的健
康、康复管理的产业链。总经理陈迎
春表示，2019 年起，根本生物会开
启 3 年上市计划。
安亭健康医疗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项洁表示，目前安亭健康
产业项目中，除了根本生物的 IPS
细胞技术科研领域，还有上海细胞
治疗集团开展的、专注于细胞冻存

。上海细
及细胞治疗的
“白泽计划”
胞治疗集团位于安亭精准医学园
细胞
区，主要为患者提供细胞治疗、
冻存、
基因检测以及相关服务，下设
上海细胞治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孟超肿瘤医院
孟超肿瘤医院，
其中，
预计将于明年 3 月开院，是国内首
家肿瘤精准治疗医院。
今年 10 月，安亭镇发布《健康
医疗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致力
建设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健康医疗服
务中心。未来，
安亭将基于智慧健康
为发展方向，
以
理念，
以
“精准医疗”
“细胞科技”
和
“肿瘤治疗”
为产业特
医疗大数据
色，
结合医疗人工智能、
等产业驱动要素，构筑从疾病的早
期筛查、精准诊断，到精准治疗、医
美康养的精准医疗服务链、价值链
和产业链。
胡新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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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国际残疾人日”
活动在安亭举办
本报讯 12 月 3 日是第 27 个
，嘉定区残疾人联
“国际残疾人日”
合会成立三十周年文艺展演暨主
题活动在安亭文体中心举办，活动
表彰了一批优秀残疾人、助残先进
典型、残疾人之家和优秀残疾人工
作者以及区五届残运会先进集体
和个人。
活动中，
“ 光彩助残”三年行动
计划启动，将对区内困难残疾人家
庭子女、残疾大学生实施助学和就
业帮扶，连续三年共提供帮困资金
30 万元；2018 国际残疾人日 阳 光

工坊非遗手工“京东公益秒杀”活
动启动，旨在提升阳光工坊的社会
关注度与影响力；
“ 廉系我”助残廉
洁服务监督版块启动，开启
“59107070”举报直通平台。现场，
“阳光工坊 2019 新品发布 show”展
示草编、竹刻冬季新品系列；各街
镇残联、阳光家园学员以及区阳光
艺术团结合垃圾分类、廉洁教育、
自强精神等主题，表演了相声、课
本剧、轮椅舞等节目。活动外场，举
办“廉入家园”嘉定区残联系统廉
洁文化建设成果展。
胡新栋

赛金奖
安亭选手获区“百姓名嘴”
本报讯 日前，
“ 嘉定好声音·
讲理我来赛”2018 年嘉定区理论宣
讲“百姓名嘴”擂台赛经过多轮紧
张激烈的角逐，安亭选手杨凌脱颖
而出获金奖。
擂 台 赛 自 10 月 中 下 旬 启 动
后，吸引了各行各业 500 多名宣讲
达人报名参加。经过初赛、复赛层
层选拔，最终 12 位思想过硬、表达
力强、语言生动的“百姓名嘴”脱颖
而出，现场开展比拼。选拔“百姓名
嘴”，目的是为更好地发现、挖掘并
培养基层理论宣讲生力军，更深入

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更深
入宣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推动创新理论“飞入寻
常百姓家”。
为进一步发挥好百姓 宣 讲的
独特优势，嘉定出台《百姓宣讲工
作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按
年度、分目标、有节奏地培养百名
优秀宣讲员，建成百家基层宣讲示
范点，开设百场理论热点微课，打
造百堂群众欢迎的精品课，推进党
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宣传普及。晓俞

安亭花桥举办体育交流赛
日前，
2018 安亭、
花桥体育交流赛在安亭文体中心举行。来自安
亭和花桥近百名体育爱好者参加了乒乓球、羽毛球、
3V3 篮球、射箭
和趣味团体赛。
、
“城
据悉，两地文体部门加强联动，年内共联合举办了“精英跑”
等 20 多项文体活动。
市定向”、
“乒羽联赛”
“青年艺术联珐琅制作”
、
沈丹

安亭南急救分站建成
急救反应时间缩短 分钟
2018 年市政府实事项目——
—
全市 7 个医疗急救分站全部建设
完毕，陆续投入试运营，安亭南（黄
渡）急救分站便是其中之一。
2 辆高性能底盘救护车、4 组
12 位 120 急救人员 24 小时随时待
命。急救反应时间从平均 17 分 39

镇残联举办残疾人招聘会
本报讯 日前，安亭镇残联在社
区事务受理中心 1 楼大厅举办残疾
人就业招聘会，共有 16 人到场应
聘。
应聘人员在专职委员的帮助
下，来到招聘会现场，寻求适合自己
的岗位。汪峰和李美萍上班路途遥
远，每天来回开电瓶车，疲劳且危

险，所以这次他们来看看是否有适
合自己且离家较近的工作。董宏良
走路不
由外区转入，
由于肢体残疾，
得
便，却又不想一直在家虚度光阴，
知镇残联举办招聘会后，就冒雨赶
来。
本次招聘会共有 5 家社会单位
开设
参加，考虑到残疾人行动不便，

大家各求
的岗位简单轻松。在现场，
并
所需，冲着心仪的单位详细咨询，
进行报名登记，
工作人员和专职委员
场面温馨。
也极力推荐，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共有 6 名
残疾人和招聘单位互有意向，镇残
联将积极进行后续跟踪服务，努力
帮助他们顺利录用。
晓新

拆除存量违建 113 万平方米
本报讯 11 月 26 日，在安亭镇
无违建街镇创建推进会上获悉，安
亭镇今年已完成 113.57 万平方米
的存量违建拆除任务，完成全年任
务量的 108.16%，新增违建保持零
增长，
72 个单元格全部完成创建。
安亭镇进一步排查辖区内存在

的问题点位，对主要道路两侧及重
点区域进行了库外违建 （含疑似违
建）的排摸工作，共排摸出 40 个点
位，要求期限完成鉴别、丈量、签约、
对保留企业的整
腾空等工作。此外，
治工作进行全面排摸，发现环境脏
乱差、集装箱乱堆放等现象，要求各

单元格加强整改。
目前，创建工作已进入最后冲
刺和扫尾阶段，会议要求对还未签
约违建必须抓紧签约交房、对已签
约已交房违建必须做到应拆尽拆、
新增违建管控必须到位，同时做好
无违建街镇验收准备。
程静

秒缩短到 9 分 15 秒。配备的救护
车辆上，抢救设备、诊疗设备、搬运
设备、监控及信息传输设备等一应
俱全。据了解，新建的医疗急救分
站将于 12 月中旬投入试运营，让
安亭地区急救资源更可及、市民更
安心。
徐晔

1230 家企业接受污染源普查
本报讯 日前，从安亭镇环保
办获悉，自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工作启动以来，安亭已有 1230 家企
业接受普查。行政、技术、基层力量
助力安亭高效推进环境保护。
普查工作开展以来，安亭镇及
时成立工作领导小组，选聘普查员
和普查指导员，召开各村居、经济
城及园区分管领导、环保干部和普
查员会议，委托第三方服务机构做
技术指导，有效保障普查力量和质
量。上海伊世特科技管理有限公司
作为第三方普查机构，在污染普查
工作中发挥专业技术性。前期与镇
环保办一同制订详细普查计划，最
终确定纳入普查的工业企业 1230
家；在入户调查前，对 1230 家企业
开展了 32 场填报工作培训会，会后

设立集中填报教室，加班加点，指
导企业准确地进行网上填报；在入
户调查期间，合理规划安排入户路
线和时间，挨家挨户入户拍照取证
和数据核查。截至 11 月底，基本完
成对普查名单中企业的入户调查
工作。
各村居、经济城及园区的环保
干部全力配合开展各阶段普查工
作。环保办组建辖区内“污染源普
查工作群”，及时发布工作提醒，通
知企业参加培训、解答企业问题。
环保干部熟悉辖区内企业分布情
况，直接与企业负责人联系，迅速
推进入户调查工作。
下阶段，安亭镇还将对普查数
据汇总审核、核查评估，建立普查
信息数据库。
环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