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晚，旨在宣讲光辉党史、
凝聚奋进力量的潮涌东海?理
论快闪活动在东港凯虹广场
举行，小提琴演奏《我和我的
祖国》、微党课宣讲《传承蚂蚁
岛精神 守好“红色根脉”》等节
目感染了现场每一位观众，诗
朗诵《建党百年 不忘初心》将
活动气氛推向高潮。本次活
动由区委宣传部主办，团区委
协办。

（记者 徐丽佳 罗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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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活动昨举行

张文亚：用平凡的力量奉献爱心服务社会

本报讯（记者 杨翼荣）昨天上
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徐炜波在安全
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督查时强调，要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严格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全面
排查各行业、各领域安全隐患，坚决
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为建党百年营造
安全稳定的环境。

在普陀蓝焰液化气配送中心，徐
炜波仔细检查了瓶装燃气储存和运
输情况，并叮嘱中心相关负责人要严
格执行安全生产的各项规章制度，切
实履行主体责任，确保各项安全生产
措施落实落细。他强调，要重点聚焦
燃气行业的规范化、标准化生产经
营，紧盯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全面
排查、消除重大事故隐患。要从体制
机制入手，创新方式方法，着力破解
燃气企业“低、小、散”问题。要加强
联合执法，严厉打击无证经营、违规
储存气瓶、实名制销售落实不到位等
行为。

在沈家门西大市场，徐炜波检查
了市场的疫情防控、消防设施设置及
消防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市场
人群密集，人流量大，疫情防控和消
防安全两项工作一定要常抓不懈，做
到紧之又紧，细之又细。要严格执行
密闭公共场所疫情防控措施，仔细排
查消防隐患、注重场地消杀通风，为
消费者提供安全卫生的购物环境。在舟山国际水产城，徐炜波检查了沿街
餐饮店铺的食品卫生安全情况。他指出，要加强监管力度，全面排查食品安
全风险隐患，全力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徐炜波在督导检查全国文明城市常态化管理工作时强调，要针对当前
我区在全国文明城市常态化管理工作上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再整改，再提
高，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全国文明城市。

徐
炜
波
在
安
全
隐
患
大
排
查
大
整
治
督
查
时
强
调

全
面
排
查
整
治
风
险
隐
患

坚
决
筑
牢
安
全
生
产
防
线

□记者 励佳 通讯员 叶家辉

近日，一批游客来到普陀游
览观光，他们感受了普陀山的渺
渺禅音，领略了朱家尖的碧海金
沙，在普陀国际健康产业中心内
的京恩康养进行了体检，并体验
了物理康养疗法，这是我区健康
企业首次和相关部门共同开发
健康旅游精品路线的一次有益
尝试，也是我区国际健康旅游先
行区建设的一个缩影。

我区自2016年提出培育和
打造大健康产业以来，以“零基
础”为开端，集聚各方优势，叠加
优势政策，产业平台集聚效应持
续凸显。

优质项目拓展产业发展空间

今年4月，希诺赛（舟山）生
命科技研究院正式落户我区。
该项目由三生（中国）健康产业
有限公司发起，计划总投资3.5
亿元，是我区生命健康领域的标
志性项目，将依托普陀丰富的健
康旅游资源，全方位提供疾病预
防、医美抗衰、身心养护于一体
的高端健康管理服务。

优异的资源禀赋和优良的
营商环境，成为项目方坚定选择
普陀的重要因素。政企双方一
拍即合，该项目从对接到签约落
地，仅80余天。“我们希望将项
目打造成普陀生命健康产业领
域的高地项目、样本工程，从而
助推普陀细胞产业、旅游产业、
康养产业创新升级。”在签约仪
式上，三生（中国）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有关负责人如是说。

目前，项目方已完成场地设
计，预计7月份进场装修。标志性
项目的顺利推进，将进一步带来
杠杆效应，拓展符合普陀特色的
产业领域，推动普陀大健康产业
形成核心竞争力。“我们将会进一
步完善服务保障、优化营商环境，
配合三生公司尽早完成项目工程
建设，力促早日投产达效。”普陀
大健康产业平台相关负责人说。

产业链招商加快形成集群效应

“普陀大健康产业已形成了
一定的集聚效应，正式落户后，
希望把整个产业链进一步延伸
发展，尤其是在旅游医疗应用方
面拓展新领域。”在去年的“普陀
论健”上，中航生物等9个健康
类项目分别与我区相关单位签
约，中航生物相关负责人向记者
展望了项目落地后的发展前景。

如今，这些项目正加快与普陀
的磨合、融合、适应，不断寻找着最
适合的发展方向。目前，位于普陀
医院内的中航生物细胞支持免疫
保健项目实验室装修工作正在进
行中，并于上月底举行项目启动
会，开展了首例试点业务。此外，
云上华拓项目的5G数字健康快车
已组装完毕，将于7月初举行启动
仪式；数字病理项目已签订协议。

今年，普陀大健康产业平台
持续加大“双招双引”力度，全面
推动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截
至5月底，累计引进企业20家，
实际到位市外资金4046万元；
我区大健康产业第一季度总产
值达6200余万元。据介绍，大
健康产业平台将进一步完善招
商项目库，分类梳理已落地运营
项目、已注册项目和重点在谈项
目，做好项目储备工作，动态完
善具体推进计划。

创新突破激发产业内生动能

今年，普陀大健康产业平台
坚持政策创新和技术创新两手
抓，持续激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

近日，通过广泛征求相关
部门和企业意见后，《普陀区大
健康产业平台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出台，该《办法》对
管理体制机制作了进一步规
范，并首次明确了我区大健康
产业平台的入住和退出机制。
“在当前有限的土地资源空间
里，引导支持企业提高产能和
效益，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研究
的课题。”

我区自2016年提出培育和打造大健康产业以来，以健康和
旅游产业为支撑，走过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兴的历程。截至目
前，全区累计引进120余家相关企业，总产值逾4.3亿元。大健康
产业蹄疾步稳，容纳百川，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谱写新的发展篇
章。 ——题记

从无到兴 乘势而上

国际健康旅游先行区建设蹄疾步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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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丁琪蜜）“通过
智能加油船调度管理平台，就能根
据我们的燃料油加注需求，精准了
解最新油价情况、匹配最佳加油基
地、设计最优加油航线等。”近日，
中石化浙江舟山石油有限公司有
关负责人对“油化52Hz”综合数据
平台基于大数据分析所做的智慧
科学决策表示了赞赏，认为这大大
提升了船舶燃料油加注效率。

“油化52Hz”是由总部位于普
陀的京瀚科技集团打造的服务全
球油、化、气能源领域的综合数据
平台，自去年上线以来广受好评。
该集团以数字赋能助力航运业智
能化升级，助力我区国际海事服务
基地建设。

据了解，“油化52Hz”这一综
合数据平台，能提供全球近20000

艘化学品船、成品油船、原油船、
LPG和LNG等类船舶及所挂靠的港
口、码头、泊位的实时动态查询、历
史记录、大数据分析、AI预测等功
能及服务。

京瀚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坤秀介绍，该平台的建
设主要依托集团核心团队在航运
业务经营管理中对应用场景的了
解，因此推进数据平台建设就要到
第一线去采集需求，才能不断将平
台迭代升级，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
服务。而普陀有着得天独厚的区
位优势、环境优势以及自贸区政策
优势，因此去年，京瀚科技集团总
部迁至普陀。

据悉，京瀚科技集团在油化品
船舶运输、石化供应链、航运大数
据、船舶监造与技术咨询、互联网

新媒体等领域都有着强大实力。
近年来，京瀚科技集团深入贯彻实
施交通运输部联合各大部委发布
的《智能航运发展指导意见》，在航
运信息化和大数据融合平台下，深
入挖掘航运产业链内在价值、内在
联系和产业潜力，推动智能化转
型，以解决船舶运营安全、合理控
制成本和运力调配优化为切入点，
投资航运科技类项目。

此外，今年，京瀚科技集团旗下
的更鑫（舟山）海事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首创了航运业新媒体对话节目
——《航话》，打造了航运新媒体基
地，开发了航话APP，进一步填补
了行业空白。“航话APP就像一个
航运业的豆瓣，航运从业人士可以
在里面进行航运知识的分享交
流。”王坤秀说，同时依托舟山大量

的船厂、船舶和船员，公司对航运
业相关产品的使用说明进行拍摄，
并以音频、视频形式上传至航话
APP进行讲解和推广。“我们计划
将航话APP打造成航运业的社交
圈以及企业公共营销平台，助力企
业产品推广，帮助舟山更多的海事
服务企业走出去。”

“我认为舟山未来海事服务业
发展要在保障、集聚、规范、数字这
四个方面进行突破。”王坤秀说，京
瀚科技集团将始终致力于构建油
化供应链行业大数据生态链，创造
能够复用的大数据资产；打造行业
数据中台和业务中台，赋能传统行
业业务流程再造和升级；创造并分
享数据驱动下数字化和智能化创
新红利，继续以数据赋能航运业升
级，助推国际海事服务基地建设。

京瀚科技致力构建油化供应链行业大数据生态链

数字赋能助力国际海事服务基地建设

本报讯（记者 俞怡至 通讯员
杨青）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分局采取
“明察+暗访”，监督检查药店落实疫
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

据了解，此次重点检查药店落
实退烧、止咳、抗病毒、抗生素这四
类药品登记制度，进店人员扫码、测
温以及工作人员佩戴口罩和消毒等
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等。

昨天上午，执法人员来到位于小
干岛的百姓大药房马峙店，看到该店
已按要求整改完毕。执法人员此前
在该店检查时，发现未严格执行购药
信息登记制度，因而立即要求该店停
止销售退烧、止咳、抗病毒、抗生素这

四类药品，督促其切实将企业主体责
任落到实处，严格落实购药信息登记
制度。当天，执法人员还来到里肯大
药房普陀东海店，检查情况良好。执
法人员要求该店持续做好相关药品
实名登记制度，准确登记购药人员联
系方式、身份及家庭住址，严格核实
药品购买用途。

“检查整体情况良好，各药店都
较好执行了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区
市场监管分局局长助理汪勇良说。

据了解，该局将进一步加大药
店落实疫情防控工作监督检查力
度，严防死守，织密疫情防控工作
网。

药店疫情防控工作督促检查开展

本报讯（记者 胡晓 通讯员 张
琦琪）“白天上班较忙，晚上时间
自由，得知普陀医院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点开放了夜间接种服务，
就赶紧过来了。”昨晚6时半，市民
王汉完成了新冠病毒疫苗第二剂
次的接种。当晚，不少上班族得
知有夜间接种服务后也纷纷赶
来，在登记处有序排队，等候接
种。

据了解，为满足居民的疫苗接
种需求，提高疫苗第二剂次接种率，
昨天和今天，我区普陀仁济医院临

时接种点、位于全民健身中心南门
的普陀医院方舱接种点、六横镇中
科智慧园方舱接种点等接种量较大
的接种点首开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夜
间专场，接种时间为17:00至21:00。

普陀医院医疗组组长刘江海介
绍，普陀医院方舱接种点的接种量
平时每天在3000剂次左右，开通夜
间接种服务后，全天接种量可达
4000剂次以上。

据了解，目前我区各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点重点保障第二针接种，暂停
接种第一针。

今天疫苗接种点继续开放夜间接种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