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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副市长龚道安视察东方美谷核心区
专题调研园区企业疫情防控工作
本 报 讯 （ 张 韵 哲 ） 2 月 17 日， 上海
市副市长龚道安视察东方美谷核心区企
业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专题调研企
业疫情防控工作。 奉贤区委书记庄木弟，
区委副书记、区长郭芳，副区长顾佾等陪
同调研。
龚道安重点听取了伽蓝集团负责人关
于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以及人员管理等方
面的情况汇报，并实地参观企业展示中心
和生产车间，了解企业发展历程、研发技
术和旗下品牌运行情况。 据介绍，受疫情
影响，伽蓝集团销售额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下滑，目前工厂复产率不足 25%。 为此，企
业在园区的帮助下， 借鉴“共享员工”模
式，联络其他企业疫情期间未离沪的暂时

富余人员，经过培训后快速上岗，有效解
决“用 人 荒 ” 问 题 ， 最 大 限 度 保 障 生 产 运
行。 同时，作为中国化妆品领军企业，伽蓝
集团在此次疫情中充分体现社会责任，通
过捐款捐物等形式积极支援防疫一线，累
计金额近 800 万元，尽其所能为阻击疫情
贡献力量。
龚道安对于伽蓝集团所 采 取 的 一 系
列疫情防控措施予以充分肯定。 他要求各
相关部门要帮助企业共度难关， 共克时
艰。 同时，他也勉励企业，要坚定信心，进
一步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朝着成为世界级
化妆品企业的目标而不懈奋斗。
区委办、区府办、区卫健委、区经委、东
方美谷集团等有关单位领导陪同调研。

上海奉贤生物科技园区
获评“
上海品牌示范园区”

奉贤区委书记庄木弟莅临东方美谷核心区检查企业开复工情况时强调

重点落实三个责任 全力打赢疫情攻坚战
本 报 讯 （张 韵 哲 ）2 月 12
日， 奉贤区委书记庄木弟莅临
东方美谷核心区， 调研企业开
复工情况。 副区长顾佾等陪同。
庄木弟一行分别走访了富
泽新记生化技术(上海)有限公
司和上海源培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防
疫措施、开复工情况及人员管控
等方面的汇报，并实地察看企业
防疫物资储备仓库、临时隔离点
和职工食堂等重点区域。

庄木弟对两家企业防控工
作予以充分肯定。 他表示，企业
整个防控流程规范有序， 值得
全区中小企业复制借鉴。 同时，
他也希望企业要各显神通，进
一步细化防控措施， 延伸防控
范围， 做好员工 8 小时以外的
管理工作。
庄木弟强调， 此次疫情等
同于一场战役， 要重点落实三
个责任，即企业主体责任、政府
监管责任和园区服务责任，园

区要进一步加强对辖区企业的
宣传指导，与企业共度难关、共
克时艰；要坚持“防疫是首要任
务，发展是第一要务”，在全力
打赢防疫攻坚战的同时， 也要
紧盯经济发展。
区委办主任孙毅， 区经委
党委书记徐建龙， 东方美谷集
团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李亿，党
委委员、副总经理王钢强，党委
委员、 副总经理窦春麟等陪同
视察。

奉贤区区长郭芳调研东方美谷核心区时表示

积极关注企业需求 做到防疫发展两不误
本 报 讯 （王 宏 迪 ）2 月 22
日，奉贤区委副书记、区长郭芳
莅临东方美谷核心区， 调研企
业防疫及复工复产情况。 区府
办主任潘军，区经委主任张贤，
东方美谷集团党委副书记、董
事长朱德才，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袁飞等陪同调研。
郭芳首先来到上海嫦娥光
学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听取企
业负责人对预防新冠病毒以及
当前复工复产的情况介绍，并
了解企业主营产品、 核心技
术、市场订单、供应链、物流链
等方面的情况。 郭芳详细询问
了重点地区返沪员工的安置、
上岗情况，以及复工后的防疫

物资储备、 员工就餐等情况。
据介绍，嫦娥光学目前已基本
恢复正常产能，在做好防疫的
同时， 加紧生产满足订单需
求，产品出口美国、欧盟、东南
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郭芳对
企业防疫和复产情况表示满
意， 她鼓励企业坚定信心，进
一步做实做细防疫措施，保障
生产安全和员工安全，取得更
大的发展。
随后， 郭芳来到上海晨冠
乳业有限公司， 察看企业生产
车间，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
产品、 企业文化以及企业在疫
情期间生产安全、 人员管控等
方面的主要举措， 并实地考察

“妈咪全知道”样板门店。 晨冠
乳业负责人表示， 为解决实体
店用户交易受限的问题， 公司
充分发挥线上“萌百小店”平台
的优势，通过线上新零售模式，
有效应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
响，产品销售额不减反增。 郭芳
高度肯定了企业创新发展模式
和成果， 并要求晨冠乳业作为
婴幼儿食品企业， 在疫情期间
要更加注意人员管控与食品安
全， 通过积极创新生产方式方
法， 做到防疫发展两不误。 同
时， 要求相关部门和东方美谷
核心区做好企业服务， 积极关
注企业需求，及时响应，助力企
业发展。

( 张 文 丽 )日前，上海奉贤经济开发区生物科技园区成功
晋升为“上海品牌示范园区”。 作为上海市首批启动的市级园区，自
2001 年成立以来，经过三次蜕变，已经从原来高耗能、低产出的农业园
区成功转型为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核心竞争力强的综合型园
区。 下一步，生物科技园区将把美丽健康产业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支
柱，打造成上海大健康产业的先行先试核心承载区，加大东方美谷“国
际化、专业化、标准化和品牌化”的建设力度，努力把东方美谷建设成
为上海一张新的产业名片，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创新基地。
本报讯

美谷速度！ 7 天“跑出”一条口罩生产线！
本报讯 （胡美荣 卫 敏）2 月 19 日，上海高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民用一次性口罩生产线投产，该生产线从改造车间、调试设备，到营
业执照变更、加工生产，仅仅用了 7 天时间，成为园区内第一家生产民
用一次性口罩的企业，为当前疫情防控提供了保障。
“
我们公司是一家长期和无纺布制造企业合作、致力于生产无纺布
面膜的企业，而无纺布也正是生产口罩的核心原料，我们有增线生产口
罩的条件，一来可以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二来也可以满足园区内企业
对口罩的需求。 ”2 月 12 日， 园区突击队上门检查企业日常防疫工作
时，高束公司相关负责人提出了这样的想法。 同时，企业面临营业执照
变更、寻找新车间两大难题。
东方美谷集团领导得知情况后，决定全力协助企业工商变更，复工复
产，并立即成立两个小组，一组帮助企业找厂房，另一组帮助代办变更手
续。 厂房问题解决了，但变更营业执照按照法定程序至少需要 5 天时间，
工作小组第一时间联系了行政服务中心人员说明情况。 相关部门的鼎力
支持下，当场就完成了营业执照变更，为企业顺利生产赢得了宝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