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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第二版

▲

加强警校协作
探索反诈路径

本报讯（记者 李于伯） 佘山脚下

的上海世茂精灵之城主题乐园传来佳

讯——一座大型摩天轮已在此开建，

计划于今年 12月试运营。届时，游客

可在 48米高空纵览九峰三泖。此外，

今年上海旅游节期间，乐园各项精彩

活动将为游客中秋、国庆假期游玩提

供好去处。

这座大型摩天轮坐落于上海世茂

精灵之城主题乐园的深坑秘境区域。

建成后的摩天轮高达 48米，拥有 26个

4 人位景观轿厢、4 个底部透明的 VIP
轿厢。游客乘坐摩天轮游览一圈的总

时长约为 11 分钟，能够以 360 度的广

阔视野纵览周边景色。

据悉，旅游节期间，上海世茂精灵

之城主题乐园推出“深坑秘境半价成

人票”，并于即日起至 10 月 8 日开启

“蓝月启航”主题活动，乐园“变身”航

天训练基地，为亲子游客打造寓教于

乐的游玩新体验。主题活动期间，蓝

精灵花车巡游、蓝精灵剧场秀将为游

客带来精彩表演。同时，乐园将会上

演国庆限定节目“精灵宇航员”，“精灵

舞者”将穿上太空服，与“蓝精灵家族”

一起舞动摇摆，带来太空舞情景快闪，

为国庆假期增添欢庆氛围。

本报讯（记者 朱俊辉） 2021年“松

江购物节”将于 9月 19日正式开幕！这

是记者昨天从“松江购物节”组委会会

议上得到的消息。根据安排，本次活动

将持续至10月8日。

今年“松江购物节”以“潮松江、欢

乐购”为主题，共分为五大板块——汽

车板块、数字商业板块、美食板块、实体

商业板块和市集板块。

其中，汽车板块将举办疾速松江·

汽车生活节、“购车新体验 品质新风

尚——车墩汽车 4S 阳光走廊专场福利

购”等活动。数字商业板块则依托一

批本土直播电商机构，打造“数字赋

能·松江制造”主题直播活动、“尚·品”

钜惠畅购季。美食板块将联合松江本

地连锁品牌食品企业、特色园区，开展

广富林遗址美食荟、首届云间粮仓啤

酒节等美食活动，满足市民消费升级

和多元化消费需求。在实体商业板块

上，活动将以“悦金秋·品质购”为主

题，发动全区主要商圈、重点商业企业

开展大规模促销让利活动，集聚商圈

人气，促进消费提档升级。

本报讯（记者 朱俊

辉） 昨天上午，住房保

障司司长曹金彪率住建

部住房保障司一行来松

调研保障性租赁住房项

目。区委书记程向民，

区委常委、副区长赵勇，

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张

立新出席。

曹 金 彪 一 行 首 先

来到有巢国际公寓社

区泗泾店调研，听取项

目当前入住情况和运

营情况，详细了解该项

目引入不同业态满足

居住者日常生活需求、

建设组团绿地及多功

能公共区域，为居住者

提供便捷的一站式生

活社区服务的相关情

况。有巢国际公寓社

区泗泾店是上海市首

个集体土地入市建设

租赁住房项目，占地约

2.02 万平方米，由华润

置地长租公寓品牌“有

巢公寓”运营，房源一经推出便受到市场青睐。

在随后召开的专题调研座谈会上，曹金彪一行

详细了解了松江区租赁住房建设推进情况，同时听

取各相关单位、集体经济组织、租赁房开发企业所

作的工作情况汇报，并就松江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

目的规划与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与具体指导。

□记者 李爽

“本来以为真要赶不上参会了，没想

到才5个工作日就办好了！”拿到全新的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按期参加了招标

会，上海济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办事

员王颂松了一口气。从 8月 3日下午提

交申请，到8月11日办理完结，感慨办事

高效的同时，松江区市场监管局为医疗

器械产业园区专门开辟的绿色通道和周

到的“店小二”服务也让她印象颇深。

高效审批助企顺利参会
上海济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泖

港镇医疗器械产业科创园稼多医疗港，

长期从事生物医药产品经营，出于自身

发展需要，急于参加 8月 12日举办的上

海甲级医院的大型招标会。要顺利参

会，企业需增加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经

营范围，其中涉及的体外诊断试剂属于

须重点监管的三类医疗器械产品。此

外，还涉及到变更企业经营场地、库房地

址等事宜，审批流程较为复杂。

而公司决定申请变更时已是 8月 3
日，离招标会举行不到 10 天，时间紧

迫。“我们 8月 3日下午在‘一网通办’平

台提交了变更材料。”王颂说，不久后，

她便收到了区市场监管局注册许可科

科员彭菊花的回复。

彭菊花回忆道：“审阅过程中，我们发

现材料存在一些小问题，4日一早便通过

园区联系到企业经办人员，提供修改指导

意见。”沟通中，彭菊花还了解到企业希望

尽快完成变更的紧迫需求，便迅速上报。

8月6日，完整的申请材料被重新提

交，区市场监管局随即安排人员对该企业

的经营场所进行实地勘察验收，并通知企

业法人、质量负责人及质量员携带相关证

件及时完成人员验收。终于，在 8月 11
日，企业拿到变更完成的医疗器械经营许

可证，如愿赶上了次日举行的招标会。

“绿色通道”跑出“加速度”
“之所以如此高效、快捷，得益于

‘一网通办’平台之余，也有我们为医

疗器械产业园区开辟绿色通道的功

劳。”区市场监管局注册许可科相关负

责人介绍，2020 年 5 月，区市场监管局

出台了《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关于助力辖区医疗器械产业质量集

群发展的若干举措》，

本报讯（记者 韩海峰） 昨天上午，

区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第三次（扩

大）会议暨全区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推进

交流会召开，进一步推动全区党史学习

教育走深走实走心。市委党史学习教

育第六巡回指导组组长俞烈、副组长张

得志和指导组成员到会指导。区委书

记、区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程

向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

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

韦明主持。

俞烈通报了全市首轮党史学习教

育巡回指导工作有关情况，点评了松江

党史学习教育并就下一阶段工作提出

要求。他指出，松江高度重视党史学习

教育，领导机构、工作机构、推进机制健

全，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呈现有力有序持

续深入的良好态势。与此同时，松江要

进一步发挥好两级学习教育办公室和

区级巡回指导组的作用；要进一步增强

学深悟透原理；要进一步平衡各单位、

各部门、各类群体的学习开展情况和成

效；要进一步在宣传党史学习教育走深

走实方面出实招。确保全区党史学习

教育工作在扬长补短当中越做越好。

就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央、市委的部

署要求，俞烈要求，松江要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引

向深入，确保入脑入心，落地生根。要

把阐释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引向深入，让

党的精神之源在初心之地永远传承下

去，不断发扬光大。要把组织开展“四

史”宣传教育引向深入，厚植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要把“办实事、

开新局”的专题实践引向深入，展现党

史学习教育的实际成果。要把挖掘宣

传好经验、好典型引向深入，提高全区

党史学习教育的整体水平。

程向民汇报了全区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情况。他指出，松江要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同步提升政治站位和政治能

力，同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和唯实唯干

工作，同步增强党史学习成效和为民办

实事实效，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走深走实走心。

程向民指出，要牢牢把握党史学习

教育高质量的要求，在抓紧抓实抓细上

下真功夫。要把党史学习教育转化为

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扎实

行动，转化为奋力开创松江新城建设新

局面的动力和成效。

本报讯（记者 彭璐） 昨天下午，区政协召开

“加强统筹协调，加快推进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

区建设”专项民主监督会议，区政协主席刘其龙主

持，副区长王玮华应邀出席，区政协副主席肖镛、

赵宏卫、金冬云等参加。

会议通报了“加强统筹协调，加快推进国家农

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建设”专项民主监督工作情况，

前期区政协成立了常委会专项民主监督工作组和

课题调研组，于今年 3-9月期间广泛开展专题培

训、座谈交流、听取职能部门情况通报、现场视察、

域外考察等活动，形成了专项民主监督报告。会

上，部分区政协常委、委员积极建言，围绕进一步

推进我区先行区建设提出意见建议。

会议指出，加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建设，

对于推动松江探索符合上海实际和自身特色的都市

现代农业绿色发展路径、助力上海都市现代绿色农

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全面推进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专项工作；进

一步扎实统筹推进，全面助力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

行区建设；进一步加强探索创新，全面提升国家农业

绿色发展先行区发展水平，为高质量建设“科创、人

文、生态”现代化新松江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努力打造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松江样本”。

本报讯（记者 彭璐） 昨天下午，区政协召开

五届三十四次常委（扩大）会议，区政协主席刘其

龙主持，区政协副主席肖镛、赵宏卫、金冬云及全

体常委出席。

会议审议通过五届区政协届中有关人事调整

情况，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

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全国政协系统

党的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传达学习市委书

记李强来松调研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市政协“协商

于民”政协委员工作站授牌仪式精神。

因中秋假期，9月21日的《松江

报》调刊至9月18日，9月22日休刊

一期。

“店小二”高效审批 企业跑出“加速度”
——区市场监管局搭建企业注册许可服务绿色通道

区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第三次（扩大）会议暨全区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交流会召开

下真功夫抓紧抓实抓细党史学习教育各项工作
高质量全面推进人民向往的“科创、人文、生态”现代化新松江建设

俞烈程向民出席并讲话 张得志出席 韦明主持

在48米高空纵览九峰三泖
大型摩天轮预计12月试运营

调刊启事

“松江购物节”
明日开幕

将持续至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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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协召开
专项民主监督会议

区政协召开五届
三十四次常委（扩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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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上海世茂精灵之城主题乐园内的大型摩天轮（效果图）。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