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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川

本报讯 昨天， 由国家技术转

移东部中心、上海报业集团、上海临

港集团和上海技术交易所共同主办

的全球跨境技术贸易中心暨离岸孵

化基地、 上报智媒体技术转移孵化

基地启动揭牌仪式在上海临港科技

创业中心举办。市政府副秘书长、临

港新片区管委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

主任朱芝松与上海市科委总工程师

陆敏为全球跨境技术贸易中心揭

牌。 同时揭牌的还有上报智媒体技

术转移孵化基地和离岸孵化基地。

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总裁谢

吉华在会上阐述了全球跨境技术贸

易中心的战略设想。 他表示， 全球

跨境技术贸易中心是根据习近平总

书记对上海 “四个要求” 和 “五个

重要” 而推出的重大举措， 是打通

两港和两个市场的战略布置。

全球跨境技术贸易中心的目标

是构建集技贸 、 研发 、 企业 、 金

融、 人才五大服务中心为一体的世

界级跨境技术贸易枢纽。 通过融入

全球技术转移工作网络、 国际证券

交易所， 国际技术转移组织机构、

知名高校研究机构、 国际资本等国

际资源 ， 整合长三角协同创新网

络、 上海科技功能性平台、 国内知

名科研院所、 国内科技服务机构、

国内科技金融机构等国内技术转移

相关要素 ， 建设成为一个技术贸

易 、 IP 运营和保护 、 技术融资 、

培训交流、 研发中试五大功能的枢

纽平台。

其中， 新打造的科技跨境贸易

服务中心， 将联动上海技术交易所

与国际各类交易所， 链接国内外技

术供给方、 需求方， 在基于知识产

权保护下 ， 打破国外技术贸易壁

垒。

同时， 在临港打造跨国合作研

发基地， 开展技术研发、 测试、 中

试和熟化服务， 支持研发过程中的

IP 申请和保护， 将有助于实现知

识产权国际认证， 共研共享； 通过

国际合作研发项目为在岸企业提供

技术服务， 将研发出的 IP 实现落

地应用或跨领域使用。

预计在不久的将来， 全球技术

贸易中心将吸引大量国内外与技术

转移和技术贸易相关的机构落地临

港， 并为外籍科学家、 企业家和技

术项目提供全链全过程研发支撑服

务， 在临港配置全球研发和技术贸

易相关资源， 极大推动临港研发产

业的发展和加速卡脖子高新产业项

目的研发进程， 使临港成为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的重要通道， 推动长三

角一体化协同发展、 自由贸易区建设

等国家战略实施的重要引擎。

上海报业集团党委书记、 社长裘

新， 上海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 总经

理、副社长陈启伟，集团党委副书记、

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李芸，集团

副总经理， 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党委书

记、 董事长李翔，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翁恺宁，国家

技术转移东部中心董事长、 上海市科

技创业中心主任朱正红及上临港管委

会相关处室领导、上海报业集团、上海

新华发行集团、 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

心、 上海临港科技创业中心高管和企

业代表 100 多人参加了会议。

打造集IP运营和保护等五大功能的枢纽平台

全球跨境技术贸易中心在临港揭牌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昨天， 浦东新区召开调

解工作暨 “三不” 工作十周年总结会

议。 浦东新区 “三不” 工作办公室成

员单位分管领导； 新区各街镇分管副

书记、 司法所长、 调解员代表 130 余

人参加会议。 上海市司法局局长陆卫

东， 浦东新区区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李泽龙出席会议。

近年来， 浦东新区传承发展 “枫

桥经验 ” ， 开展 “一般矛盾不出居

（村） 委， 疑难矛盾不出街道 （镇），

矛盾不上交” 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会上播放了 《“人民调解法” 与

“三不” 工作》 宣传视频、 人民调解

参与社会治理十大经典案例视频 （选

播） 以及 《解纷十年路 共绘新 “三

不”》 浦东新区 “三不” 工作十周年

工作纪实宣传片。 新区公安分局派出

所调委会、 书院镇、 潍坊新村街道分

别作交流发言。 会议还传达了全市调

解工作会议精神， 通报了新区 “一体

化” 纠纷解决平台建设设想和新区

“三不” 工作实施意见修改说明。

李泽龙书记强调， 一要提高政治

站位， 统一思想认识。 二要凸显基础

性作用， 打造创新升级版。 三要构建

大调解格局， 主动防范风险 、 化解矛

盾。 做好调解工作和 “三不” 工作责任

大、 任务重， 需要各单位、 各部门树立

“一盘棋” 的理念， 通力协作。 统筹好

各类调解工作发展， 管理好各类调解组

织和调解员队伍， 支持好基层开展 “三

不” 工作。

陆卫东局长指出， 一要提升站位、

精准定位， 高起点谋划浦东 “三不” 工

作再出发。 二要固本强基、 加强统筹，

高水平构建大调解工作新格局。 三、 抓

好队伍、 强化保障， 高质量为 “三不”

工作、 调解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抓好调

解员队伍以及调解工作保障体系。

坚持发展“枫桥经验” 构建大调解格局
浦东新区召开调解工作会议暨 “三不” 工作十周年总结会议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上海

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获悉， 王思

聪及上海熊猫互娱文化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熊猫互娱公司）

在该院的三个服务合同纠纷案

件均已撤回， 该院对其发布的

三条限制消费令也已撤销。 目

前， 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

2019 年 10 月 23 日 ， 静

安法院受理了申请执行人沈阳

市睿凡传媒有限公司、 西安北

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成都柿

子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被执

行人熊猫互娱公司的服务合同

纠纷三件执行案。

昨天， 上述三件执行案件

的申请执行人的代理人向静安

法院提交书面申请， 请求撤回

三件案件的执行申请， 并解除

对熊猫互娱公司相关人员的限

制措施及其他强制措施。 静安

法院将依法对涉及熊猫互娱公

司的三件执行案件作终结执

行， 并解除对被执行人熊猫互

娱公司相关人员的限制高消费

措施。

王思聪 3条限制消费令撤销
静安法院： 三件执行案件已撤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