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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燕群率队莅临晨冠集团参观考察时要求

努力提升优秀企业的品牌力与国际竞争力
本报讯

（王

芳 ）12 月 6

日， 上海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钟燕群带队市人大代表
30 余人， 在奉贤区委书记庄木
弟、 奉贤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袁
晓林、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
建根、副区长顾佾、区经委主任
徐建龙、 上海东方美谷集团董
事长朱德才等领导陪同下莅临
上海晨冠集团参观考察。
上海市人大领导及区领导
一行参观了晨冠的产品展示
厅、荣誉厅、立体仓库、现代化
生产中心和检测中心， 详细了
解了晨冠 16 年来企业的发展
历程、质量管理、科技创新、明
星品牌“聪尔壮”品牌建设及取

得的各项殊荣。 领导一行对晨
冠的生产、 质量管理以及产品
追溯管理印象深刻， 对公司在
生产质量管理方面高标准、严
要求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和
充分肯定。
在参观过程中， 庄木弟表
示， 中国有许多优秀企业的品
牌力、国际竞争力有待提升，有
必要从质量向品牌转变， 希望
奉贤的优秀企业在质量向品牌
转变过程中得到市人大领导的
大力支持。 钟燕群对此非常认
可，市人大代表一行表示支持。
晨冠集团立足于研发、生
产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 经过
16 年发展， 现已形成实业、科

技、金融、新零售为主体，以母
婴产业为核心的大健康产业综
合性集团。 集团在注重产品品
质的同时， 也非常重视科技创
新， 科技作为集团发展的重要
助推工具， 旨在搭建晨冠与其
他品牌、渠道互听互联的平台，
积极响应国家关于“中国制造
2025”与“互联网＋”的重要指
导思想， 助力中国制造向智能
化的方向发展。
东方美谷是美丽健康产业
集聚地，作为东方美谷的一员，
晨冠集团有决心、 有信心把企
业做强做大， 为东方美谷的发
展，为奉贤区、为上海市的建设
作出更大的贡献。

信息集纳

区属事业单位与国资企业成功“联姻”——
—

东方美谷检验检测有限公司揭牌
公 司 ”） 是东方美谷企业集团 （以

12 月 28 日，上海市
奉贤区计量检定所、东方美谷检验
检测有限公司正式揭牌，这是区市
场监管局所属事业单位——
—上海
市奉贤区计量检测所与区属国资
本报讯

企业东方美谷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成功
“
联姻”，顺利完成事业单位改
革和转型的举措。
据了解，东方美谷检验检测
有限公司 （ 以 下 简 称 “ 美 谷 检 测

下 简 称 “集 团 ”） 出资成立的全资
子公司，美谷检测公司作为东方
美谷“八大中心”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主要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检
验检测、计量鉴定校准、标准制
定以及技术与政策咨询等各种
服务。 正式揭牌之后，美谷检测
公司将在原有的基础上，以市场
化、企业化的运作模式，以包括
质量、体积、计数和长度类商品
量检测以及食品、日化品、木材
制品等产品类检测为主营业务，
做大、做强、做精检验检测业务
规模。

药明生物建首个海外生物制药基地
本报讯 （李 佳）12 月 5 日，全球领先的开放式生物制药技
术平台公司药明生物宣布在爱尔兰敦多克市正式开建生物制药生
产基地。 这是药明生物在中国境外投资建设的第一个生产基地，也
是中国制药行业首屈一指的大规模海外建设新厂投资项目。
该基地总计新安装 48000 升流加细胞培养反应器与 6000 升
灌流工艺生物反应器，有望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使用一次性生
物反应器的生物制药基地之一。

四经普正式登记工作培训启动
本 报 讯 （曹 旭 凯 ）12 月 20 日，东方美谷集团经普办组织开
展第四次正式登记培训工作。 区经普办主任、区统计局副调研员
张卫芳，集团副总经理陆燕及全体经普办成员出席了会议。
张卫芳要求：思想上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经济普查正式登记
的重要性；加强单位登记的业务学习；严把单位登记质量关，实行
地毯式入户登记；抓好培训质量、数据审核工作；合理安排时间，扎
实完成正式登记工作，确保普查登记工作的顺利开展。

党建引领聚合力 党群齐心谱新章
东方美谷企业集团举办 2018 年党务工作者培训班
本报讯

（蒋秀枝）为更好地

贯彻党的十九大、全国组织工作会
议以及市、 区有关工作会议精神，
进一步加强党群组织的建设，着力
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党务干部队
伍， 全面推动党群工作再上新台
阶，12 月 18 日至 20 日，集团党委
以专题讲座、现场教学、总结交流
相结合的方式，在区委党校对各单
位近 50 名支部书记、工会主席进
行培训。
开班仪式上， 集团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钟慧英作
动员讲话，她指出，要增强使命感
和责任感， 充分认识培训的重要
性；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养成
学习的自觉性；要珍惜学习培训机
会，展现学习的实效性。

活动中，区委党校学员工作部
主任康平，区委组织员、组织科科
长于惠燕， 区总工会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吴永强，市委党校教学部讲
师朱佩明，区委党校教学部副主任
朱嘉梅分别以“
以史明志，勿忘初
心”、
“
基层党组织规范化标准化建
设”、
“
全总十七大会议精神传达”、
“
如何做好
‘
两新’党建工作”、
“
‘
奉
贤美、奉贤强’发展战略”为题作了
专题讲座。
培训班成员还到区内的奉贤
新城展示厅参观学习，了解奉贤新
城发展愿景、重点项目设施、空间
布局等情况，并实地走访金汇镇白
沙村，了解新农村建设、感受新农
村变化。
在党建、 工建总结交流会上，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朱德才作讲
话，通过分析当前政治、经济形势，
传达中央、市委、区委重要会议精
神，并提出，一要提高政治站位，进
一步认清形势、砥砺奋进。 二要提
升能力本领， 进一步履职担当、奋
发有为。 三要加强联建共建，进一
步改进方法、开拓进取。
会上， 上海石油化工交易中
心、上海上创超导两家党组织和伽
蓝（集团）、上海莱士血液、集团机
关工会三家工会组织进行了交流
发言， 并对 2018 年工会工作的先
进单位进行表彰。
大家纷纷表示， 通过这次培
训，进一步认识到新形势下加强党
建、工建工作的重要意义，提高了
党建、工建业务工作能力和水平。

上海石油化工
交易中心十岁了
本报讯 （吴 薇）12 月 13-14 日，由上海石油化工交
易中心、东方美谷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办，金联创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石油产品贸易行业协会协办的“上
海石油化工交易中心十周年庆典暨 2018 第十届商务年
会”在上海奉贤顺利召开。
12 月 14 日，南郊能源大厦启动仪式正式开始。 奉贤区
人大党组书记、主任袁晓林先生致辞，董事长孙继东作为
主办方发言。 会议吸引了全国各地石化企业 400 余家，交
叉参会规模超过 1200 人次。
上海石油化工交易中心前身为上海南郊石油化工交易
中心，成立于 2008 年 12 月 15 日，至今已走过 10 年历程。
10 年来，公司始终秉承“共创、共建、共享、共赢”的经营宗
旨，经历了启航与成长、跨越与腾飞、蜕变与创新三个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