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当前， 全球科技创新进入

空前密集活跃期， 基础前沿领域孕育重

大突破， 各种技术路线、 创新路径层出

不穷。 在这一新形势下， 上海如何形成

国际科创中心的核心功能， 破解基础教

育研究的瓶颈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 近

期， 上海发布《关于加快推动基础研究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

见》）。昨天，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若干意见》的主要内容。

《若干意见》 以“在若干重要基础

研究领域成为世界领跑者和科学发现新

高地” 为目标， 从完善布局、 夯实能力、

壮大队伍、 强化支撑、 深化合作和优化

环境六个方面， 提出 20项任务举措， 包

括在全国率先试点设立“基础研究特

区”； 创新科研经费管理方式， 探索基于

信任和诚信的科技评价制度和经费管理

制度， 给予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使用自

主权。

市科委副主任朱启高表示， “基础

研究特区计划” 作为健全完善上海基础

研究支布局体系的重要内容， 旨在充分

发挥本市部分具有突出优势的高校、 科

研院所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面向重点领

域、 重点团队， 营造适合基础研究的

“小环境”， 加大力度推进原创性、 引领

性科学研究。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下拉菜单、 选择办理事项、

领材料填报……不到 5 分钟， 上海咖嘉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张莉便顺利拿到了

“经营范围变更” 所需要的股东会决议和

企业章程修正案两

份材料。今年起，得

益于“政务智能办”

的全市复制推广

“红利”， 遇到涉及

公司各类变更的事

宜， 将变得方便许

多。昨天，徐汇区行

政服务中心举办

“一网通办”现场推

介会，记者获悉，基

于徐汇区在全市首

创的24小时自助政

务服务工作台，如

今，33个部门的900

余项可办理事项均可实现“一网通办”。

“零材料” 填报的背后是徐汇区依

托“一网通办” 改革的赋能。 徐汇区行

政服务中心副主任关屹告诉记者， 现如

今通过自助机 + 智能办的组合， 企业在

“家门口” 就可以实现业务的办理。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作为 2021年市政协“品牌

建设年” 重点活动之一， “2021 上海政

协工作品牌评选” 昨日正式启动。 评选

采取线上投票与线下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线上投票时间为 10 月 19 日至 28

日。

品牌是工作质量和成效的集中体现。

今年年初， 市政协将 2021 年确定为“品

牌建设年”， 将打响品牌作为全市政协系

统共同推进的一项重点工作。

经过系统梳理汇总， 市政协目前已

形成参评品牌 59个， 包括综合性工作和

机关建设品牌 14个、 专委会履职和界别

工作品牌 25个、 市区政协联动和区政协

工作品牌 20个。 品牌申报单位共 50 家，

涉及 7 个机关处室、 事业单位， 5 个社

会团体， 12 个专委会 （指导组）、 10 个

界别， 16 个地区政协。 参评品牌基本符

合“具有鲜明地方政协工作标识度、 在

实践中富有成效、 有重要社会影响力”

的品牌建设目标要求。

本次评选采取线上投票与线下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按照评选规则， 由

市政协品牌建设领导小组结合线上、 线

下投票情况进行综合评定， 从 59 个参评

品牌中遴选出 30个品牌， 最终评出“上

海政协工作十大品牌” 和 20个“上海政

协工作优秀品牌”。

□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邱伟科 葛金艳

本报讯 昨天， 上海海关组建的首批 15 人

驻场队伍正式入驻国家会展中心， 靠前服务， 全

方位做好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海关监管服

务工作。

自 9 月 27 日第四届进博会首票进境展品快

速验放通关以来， 上海海关已完成 26 批次进境

展品、 8 批次 ATA 单证的通关放行。 预计接下

来的十余天时间里， 展品将密集入境参展。

今年， 上海海关做实做细各项筹备工作。 指

导企业通过“单一窗口” 提前完成进博会信息海

关备案， 采取“一次备案、 分批提交清单” 的方

式办理海关手续， 更新大数据平台功能便捷企业

数据录入， 全力保障进境展品的快速通关。 通过

关企座谈会、 政策宣贯会、 设立进博咨询专窗、

发布通关小贴士等形式， 多渠道对第四届进博会

的政策进行宣贯与解读， 指导广大参展企业用好

用足海关政策， 获得广大海外展商的高度评价与

认可。

上海海关加大科技应用， 积极推进“智慧监

管”。 今年， 上海海关将在展品监管中首次应用

AR 眼镜、 数字标签等新兴技术， 提高对展品监

管的效率和精准度。 通过应用 AR眼镜技术， 可

以实时获得监管所需要的信息， 极大提升海关的

监管效率， 实现巡馆工作无纸化。 通过对展品加

贴数字标签， 可以实现展品馆内定位、 移动轨迹

的实时监控。 据悉， 今年进博会现场， 海关还将

继续推广使用高清智能球机、 巡馆 APP、 执法

记录仪等智能化手段开展现场监管。

同时，上海海关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在倒

计时 150天、100天、50 天等时间节点， 组织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组建进博先锋突击队，设立党员示

范岗、 进博先锋岗， 激励党员干部以高度的使命

感、责任感、荣誉感，持续做好进博会的各项筹备

工作，以党建越来越优，助推进博越办越好。

随着进博会开幕时间的日益临近， 上海海关

已开启“进博模式”， 在上海海运、 空运、 陆运

口岸总计设立 110个进博会专窗和绿色通道， 提

供全天候通关服务。

□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记者从昨天上午市公安局举行的发

布会中获悉， 即日起， 上海公安机关将在全市范

围内组织开展“砺剑 1号” 专项行动， 重点打击

整治网络诈骗新型侵财犯罪、 涉毒违法犯罪、 危

爆物品违法犯罪、 高风险型经济犯罪、 严重交通

违法等违法犯罪行为， 集中侦破一批重点案件、

打击一批违法犯罪分子、 消除一批公共安全隐

患， 全力以赴为第四届进博会和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创造更加安全稳定有序的社会治安环境。

在攻坚打击网络诈骗新型侵财犯罪方面， 上

海警方在专项行动中将持续攻坚打击电信网络诈

骗新型犯罪。 对当前毒品犯罪非接触化趋势， 上

海警方充分运用科技手段提升合成作战能力和全

链打击效能， 始终保持对涉毒违法犯罪的高压打

击态势。上海警方结合“动态隐患清零”，在专项行

动中集中打击整治危爆物品违法犯罪， 全力消除

安全隐患。此外，上海警方聚焦领域和区域重大风

险型经济犯罪，维护广大群众切身利益，捍卫经济

金融安全稳定，营造本市一流营商环境。

专项行动中， 警方将持续加强酒驾醉驾整

治， 常态开展全市范围集中统一行动， 各区结合

实际不定期组织夜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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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昨

日发布通知： 根据疫情防控有关要求， 本市进一

步加强对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来沪返沪人员健

康管理。

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明确， 所有来自或

途经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的来沪返沪人员， 应

在抵沪后尽快且不得超过 12 小时向所在居村委

和单位 （或所住宾馆） 报告。

对所有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高风险地区的来

沪返沪人员， 一律实施 14天集中隔离健康观察，

实行 2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对所有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中风险地区的来

沪返沪人员， 一律实施 14 天严格的社区健康管

理， 实行 2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学校等有关单位加强健康码查验， 对近 14

天内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来沪返沪的学生、 职

工等协助落实相应健康管理措施。

同时提醒广大市民， 非必要不前往国内疫情

中高风险地区， 非必要不出境。 出行时， 做好个

人防护、 手部消毒等， 开展每日自主健康监测。

继续加强自我防护，坚持“防疫三件套”，牢记

“防护五还要”。 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在做

好个人防护前提下，及时就近选择医疗机构就诊，

并主动告知近期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昨天， 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

发布会， 介绍了 《上海市就业和社会保障

“十四五” 规划》 主要内容。 记者获悉， “十

四五” 时期， 上海将健全欠薪联合处置机制，

推进欠薪预警信息系统建设； 同时健全劳动

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制， 力争 70%以上的劳

动人事争议案件就近便利先行调解， 50%以

上的案件在基层调解组织化解。

据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赵永峰介

绍，“十三五”以来，上海就业和社会保障事业

取得新成就。 每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近60万

个，五年帮助引领成功创业近6万人，城镇调查

失业率持续保持在5.5%以内，高技能人才占技

能劳动者比重从30.18%上升到35.03%。“同时

根治欠薪的治理格局基本形成，劳动人事争议

基层调解工作有力有效，全市和谐劳动关系达

标企业数量持续上升，职工工资决定和正常增

长机制进一步完善。”“十三五”期间，本市最低

工资从2020元提高到2480元，“十三五” 期末，

全市和谐劳动关系企业超过1万家。

《规划》 提出， “十四五” 期间， 和谐

劳动关系达标企业要保持在 1 万家以上， 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年度结案率不低于 92%， 劳

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按期结案率不低于 98%。

为此， 本市将重点建立健全根治欠薪长

效机制， 结合日常监察和专项检查， 健全欠

薪联合处置机制， 综合运用多种执法手段打

击恶意欠薪行为。 细化完善处置预案， 杜绝

发生因欠薪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和极端事件。

健全欠薪预警预防体系， 加大欠薪案件主动

排摸和提前预防的力度。 推进欠薪预警信息

系统建设， 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加强

劳动关系趋势预测， 及时预警劳动关系矛盾

并采取有效处置措施。 完善欠薪保障金制度，

提高垫付效能。

在健全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制方面，

《规划》 提出， 要规范调解工作程序， 完善调

解与仲裁之间的衔接制度。 完善仲裁办案制

度， 探索建立与劳动仲裁特点相适应的仲裁

证据规则。 增设审理监督庭， 完善案件纠错

机制。 优化仲裁办案程序， 探索案件分类处

理的工作机制， 推进派驻仲裁庭、 巡回仲裁

庭、 流动仲裁庭建设。

同时要加强调解仲裁的专业化建设， 推

动设立劳动人事争议联合调解工作站， 支持

社会化调解组织的专业化发展， 力争 70%以

上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就近便利先行调解，

50%以上的案件在基层调解组织化解。 加强

网上调解平台建设， 探索搭建数字化仲裁庭。

优化仲裁与法院的裁审对接机制， 加强信息

互通、 数据共享。

记者获悉，“十四五”期间，上海还将重点

建设劳动力市场运行实时监测分析平台，充分

运用大数据技术，及时分析掌握就业形势的发

展变化和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对可能发生的

失业风险和劳动关系矛盾提前作出预判，及时

发现和解决就业和劳动关系领域的苗头性、倾

向性问题，全力防范化解规模性失业风险。

上海将建立健全根治欠薪长效机制
力争七成以上劳动争议案件先行调解

上海进一步加强对国内疫情中高风险

地区来沪返沪人员健康管理

2021上海政协工作品牌评选昨启动

“政务智能办”在全市复制推广
徐汇区33个部门900余项事项“一网通办”

上海海关入驻第四届进博会现场

展品监管中将首次应用AR眼镜

迎进博 守护申城平安有序

上海警方开展砺剑1号行动

上海发布《关于加快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将在全国率先试点设立“基础研究特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