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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科技创新 推进产业发展 参与国际竞争

张江论坛共商
“标准引领，
创新发展”
大计
□综合管理部供稿
2014 年 10 月 16 日，为庆祝第
45 届世界标准日暨开展浦东新区
第七届学术年会活动，由浦东新区
科学技术协会、浦东新区质量技术
协会主办，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张江高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给
予支持，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指
导的主题为：
《标 准 引 领 创 新 发
展》张江论坛，在张江集电港隆重
举行。
出席此次论坛会的主要领导
有：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以下
简称“市质监局”
）沈伟民副局长、
浦东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
称“浦东新区科委”
）唐石青主任、
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张军副
局长、张江高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赵军伟副主任、市质监局标准化处
陶粮民处长、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自贸区分局张力局长、浦东新区
质量技术协会唐来祥会长以及浦
东新区经信委、浦东新区商务委、
浦东新区农委、康桥集团等各委办
局的相关领导。另外，浦东新区、
张江高科技园区相关企业、标准化
示范单位、有关国际国内在沪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各有关行业学协会
等 170 余人一同参与了此次张江论
坛活动。
此次论坛的主持人浦东新区
质量技术协会冯济京秘书长宣布
此次张江论坛的开幕，市质监局沈
伟民副局长与浦东新区科委唐石
青主任分别为张江论坛和学术年
会致词，并预祝此次张江论坛活动
圆满成功。
本次论坛邀请了政府、行业协
会、企业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领
导和专家多视角地与来宾探讨标
准化工作与助力科技创新、推进产
业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经验体
会，共同分享他们的成果，思考未
来的发展。
首先演讲的是市质监局标准化
处陶粮民处长，演讲主题是《标准
化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
展》。他分析了当前全球经济发展

浦东首届 上海首次

农业
首席质量官
培训结业
□综合管理部供稿

图为张江论坛会议现场
的格局，详细阐述了标准化对于推
动节能环保、新能源、信息、生物等
新兴产业发展在国民经济发展中
的重大战略意义，并对在战术上如
何来认清形式任务要求、战役上如
何来加快培育发展，通过标准化工
作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国际
竞争力，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上海市信息服务业行业协会
秘书长陆雷先生，作为中国数字化
营销与服务产业联盟的创建人之
一，他以充满激情的方式向来宾们
介绍了联盟创建的过程与宗旨，分
析了当前我国的产业发展现状、并
对如何来采用标准化的运作方式
推动数字化营销做了阐述。他的
演讲主题是《创建联盟标准 推动产

业发展》。
此次论坛也邀请了在执行产
品标准化方面取得良好成果的企
业代表——上海奥威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的标准化主管苗小丽女
士。她的演讲主题是《畅想中国标
准 参与国际竞争》。她向来宾详细
介绍了公司产品—车用超级电容
器取得的成果、技术的研发、标准
的探索以及参与国际竞争的历程，
对于今后企业如何坚持走标准化
的道路，参与国际竞争陈述了自己
的观点。
最后演讲的主题是《国际标准
化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演讲者
是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药技术委
员会秘书长助理桑珍女士，她介绍

了当前中国中医药产业在国际市
场竞争的劣势，深刻剖析了造成劣
势 的 根 源 。 在 此 情 况 下 ，我 国 于
2009 年向国际标准化组织申请成
立的 ISO/TC249 中医药国际标准
化组织，对于国内中医药企业开展
标准化生产、冲破贸易壁垒、提升
国际竞争力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嘉宾们精彩的演讲，激起了台
下来宾们一阵又一阵的掌声。本
次论坛还举行了“上海市首批十项
社会团体标准自我声明公开登记
仪式”和“浦东新区企业标准自我
声明公开系统全面启动仪式”。

协会要闻

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我协会承办专题宣贯会答疑解惑

2014 年 9 月 26 日，浦东新区首
届农业首席质量官任职培训在浦
东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惠南中
心 顺 利 闭 幕 ，此 次 为 期 四 天 的 培
训，在浦东新区农委的关心、支持
下，由浦东新区质量技术协会联合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培训中心、浦
东新区农协会、浦东新区农联会共
同举办。来自辖区内农业系统的
50 余家农产品生产企业以及农业
合作社的质量负责人参加此次培
训考核。
在为期四天的培训里，来自市
质量技术监督局质量管理方面的
专家、学者为学员们介绍了包括首
席质量官制度、农业标准化、企业
质量文化、产品质量责任、质量体
系构建、品牌培育与管理、现场管
理、质量管理基础理论和常用技术
等 8 个专题的内容。学员们还认真
学习了如何向企业决策层提出加
强质量工作的措施建议；组织监督
检查本企业各岗位质量工作责任
制的贯彻落实；明确了首席质量官
依法承担的相应责任。培训方式
采取面授和小组讨论的方式，经过
统一培训和考核合格后，学员们获
得了国家质检总局统一印制的《首
席质量官》任职资格证书。
培训考核结束后，学员们都觉
得此次培训非常及时和必要，此次
农业首席质量官的培训让他们开
阔了眼界，提升了质量管理意识，
回去后一定会将此次先进的管理
理念传授给其他同事，使自己企业
的质量管理水平更上一层楼，从源
头上抓好食品安全，让市民都能吃
上放心的蔬菜、水果等农产品。同
时，希望相关部门今后能经常组织
此类培训学习。
在农业企业中开展首席质量
官任职培训，
在上海还属首次。

督管理局副局长张军做动员讲话， 还通报了 2014 年工业产品生产许
他首先通报了浦东新区工业产品生 可证证后监督检查情况。
为帮助广大企业深入学习国家 产许可证获证企业的基本情况及浦
最后，由市质监局专家对此次
质检总局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东市场监管体制改革阶段性成效。 《实施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作了详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
随后，他对与会企业提出三点 尽的解读。
办法》
（以下简称实施办法），进一步 要求：一要认真学习有关法规、规
宣贯会结束后，与会企业纷纷
规范企业生产行为，提高守法意识 定，落实企业质量主体责任；二要严 表示，此次宣贯会起到了答疑解惑
和质量管理水平，2014 年 9 月 29 日 格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确保产 指明方向的作用，以往对工业产品
由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 品质量安全底线；三要夯实产品质 生产许可证取得后，忽视了对产品
浦东新区质量技术协会承办了此次 量发展基础，发挥诚信示范带动作 质量的提升，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专题宣贯会。宣贯会在浦东新区康 用。
回去后一定会把此次宣贯会的精神
桥集团内举行。出席此次宣贯会的
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 传达到企业的每个岗位，努力提升
领导有：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处负责人介绍了三合一体制改革后 产品质量、规范生产行为、提高守法
副局长张军、上海市浦东新区质量 浦东新区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后 意识，为浦东新区经济发展作出贡
技术协会会长唐来祥、浦东新区市 监管工作方式的转变、今年的监管 献。
场监督管理局质量管理处邓育川以 整体情况和各项便民措施，并对《企
此次宣贯会由浦东新区工业产
及市质监局专家等相关领导。
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10 月 1 日实 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负责人或分
图为首届农业首席质量官任职培训班成员与领导合影
宣贯会首先由浦东新区市场监 施后的年报公示工作做了宣传。他 管领导共 180 余人参加。
□企业工作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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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澳星、上海老港申菱成立企业科技协会
□综合管理部供稿
为促进企业科学技术工作的
发展，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
市 、区 两 级 科 委 科 协 的 领 导 推 动
下，在浦东新区质量技术协会的指
导帮助下，上海澳星照明电器制造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澳星”
）
及上海老港申菱电线电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老港申菱”
）企
业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大会分别于
2014 年 9 月 28 日、10 月 28 日隆重举
行。上海市科协党群工作部副部
长朱慧、浦东新区科协学会学术部
部长龚凤祥、浦东新区质量技术协
会会长唐来祥、周浦镇老港镇主管
工业的副镇长等相关领导及企业
科协会员一同出席了上述企业科 图为上海澳星照明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大会现场
图为上海老港申菱电子电缆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大会现场
协成立大会。
根据会议议程，会议通报了出
上海澳星、上海老港申菱新当选的第一 也就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增强，希望上下一 力才能增强，企业产品才能在市场中立于不
席大会的代表人数、宣读了企业科协筹备工 届科协主席均表示，
非常感谢市、区两级科协 心竭尽全力，
共同为企业的发展而努力。
败之地，企业才能得到长久的发展。希望上
作报告及章程，通过了科协第一届委员会候 的指导帮助，特别是浦东新区质量技术协会
浦东新区科协学会学术部部长龚凤祥热 海澳星、上海老港申菱把握契机，
大力发展科
选人的名单，并选举出了第一届企业科协的 为促成企业科协的成立，与公司科协筹备小 烈祝贺上海澳星、上海老港申菱企业科协成 学技术，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上海建设
领导班子。上海市科协党群工作部副部长朱 组进行了多次的沟通协调，从而顺利地完成 立。他说，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企业科协 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新中心而努力奋
慧、浦东新区科协学会学术部部长龚凤祥共 了科协的筹备工作。作为第一届科协主席， 的成立标志着企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只有 斗！
同为上述企业科学技术协会揭牌。
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企业科技的发展， 科技发展了，
科研搞上去了，
企业的核心竞争
会议完成各项议程，
圆满落幕。
上，曹路镇在“四个层面”
（政府、农
业企业、农业合作社、农户），狠抓
“五个着力”
（着力提高农产品质量
安全水平，着力延长农业产业链、着
力拓展农业产业功能、着力加强农
业品牌建设、着力提升农村环境治
理），初步建立了六大体系（现代农
业基础管理体系、现代农业产业发
上海曹路农业综合标准化示范 展体系、现代农业品牌培育体系、现
镇项目是第八批国家农业综合标 代农业综合服务体系、现代农业政
准化示范项目，也是上海市第一个 策保障体系、现代农村环境治理体
国家级农业综合标准化示范镇项 系）。通过农业综合标准化建设完
目，于 2013 年 12 月正式立项，项目 善体系结构，强化体系功能，促进农
建设周期为三年，计划于 2016 年底 村和谐稳定，农业持续增效，农民持
完成标准化示范建设工作。作为浦 续增收，同时示范辐射带动整个上
东新区国家级现代农业园区的重要 海地区农业综合标准化工作的推
组成部分，曹路镇认真贯彻党中央、 进，为在全国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
国务院关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做出应有贡献。
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
统筹城乡发展、全面推进小康社会
的战略决策，努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化处临时负责人、浦东新区农发中
和新农村美丽乡村建设。在市级农 心、曹路农投公司、曹路镇域农业企
业综合标准化示范项目建设的基础 业与合作社代表参加会议。

上海市首个
国家级农业综合标准化
示范镇（曹路）项目启动
□摘自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网站
8 月 28 日下午，曹路国家级农
业综合标准化示范镇启动暨专题研
讨会在浦东新区曹路农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召开。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标准化处处长陶粮民、浦东新区农
委总经济师乔国平、浦东新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军、曹路镇镇
长吕东胜、副镇长邓悦出席会议。
会议宣读了国家标准委发布的
立项文件，布置了项目建设起步阶
段的相关工作内容，并就项目建设
工作具体实施方案进行专题研讨。

冬季小贴士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冬季人们习惯把房子的门窗关得紧紧的，如此会造成室内
二氧化碳浓度过高，若再加上汗水的分解产物，消化道排除的
不良气体等，将使室内空气受到严重污染。人在这样环境中会
出现头昏、疲劳、恶心、食欲不振等现象。另外，冬季是一氧化
碳中毒事件的好发季节，
因此一定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调节饮食

冬季膳食应该摄取充足的热能。营养素的比例以蛋白质、
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为准，分别占 15~23%、25~35%、60~70%。矿
物质的摄取量也应较平时需要略高一些。维生素的部分，应特
别注意增加维生素 C 的需要量。摄取足够的动物性食品和大
豆，以满足优质蛋白 质的需求，适当增加油脂，其中植物油最好
达到一半以上。此外，
蔬菜、水果和奶类得摄取量也需充足。

•敛阴护阳

1、首先要尽量早睡晚起。冬季早睡晚起，保持较长的休息
时间，可使意志安静，人体潜伏的阳气不受干扰，这是冬季保健
首先要注意的。
2、其次，要十分注意背部的保暖。背部是阳中之阳，风寒
等邪气极易透过人体的背部侵入，引发疾病。老人、儿童及体
弱者冬日要他特别注意背部保暖，
避免阳气受到伤害。
3、接着要避寒就暖。冬天气候较冷，人们要注意尽量待在
温度室中的房间里，
减少外出次数。
4、另外要特别注意的是：冬天洗澡，稍有不慎就会引起伤
风感冒，并诱发呼吸道疾病等。因此应减少洗澡次数，及洗澡
过程的保暖动作，幼儿、老年人及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应引起
特别注意。

•适度进补

冯济京 摄

秋雨在一流清冷的秋水池，

一颗憔悴的秋柳里，

一条怯懦的秋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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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将黄未黄的秋叶上，

听他亲亲切切喁喁唼唼，

私语三秋的情思情事，

主编 唐来祥

情语情节，

临了轻轻将他拂落在秋水秋波的秋晕里，

一涡半转，

跟着秋流去。

这秋雨的私语，

三秋的情思情事，

情诗情节，

也掉落在秋水秋波的秋晕里，一涡半转，

跟着秋流去。

德国之秋

私
语
徐
志
摩

网址 http://www.pdjlxh.com

冬月为四季进补的最佳季节。冬季宜调理肾脏，肾是生命
之元，
因此冬季进补重要的是滋补肾脏，
肾强壮人体亦强壮。
根据中医“虚则补之，寒者温之”的原则，冬季膳食应多吃
温性、热性特别是温补肾阳的食物进行调理，以提高人体的耐
寒能力。冬季“食补”，应选用富含蛋白 质、维生素和易于消化
的食物，如：糙米、玉米、小麦、黑豆、豌豆等豆类;生姜、韭菜、大
蒜、萝卜、花椰菜、木耳等蔬菜;羊肉、牛肉、鸡肉、猪腰子及鳝鱼、
鲤鱼、鲢鱼、带鱼、虾等肉食;核桃、桂圆、栗子、芝麻等果品。体
质虚弱的老年人，冬季可常吃炖母鸡、瘦肉、蹄筋，常喝牛奶、豆
浆等，
可增强体质。
现代医学认为，冬令进补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促进新
陈代谢，使畏寒的现象得到改善。冬令进补还能调节体内的物
质代谢，使营养物质转化的能量最大限度地贮存于体内，有助
于体内阳气的升发，
为来年的身体健康打基础。

•护肤四戒

1、用去油力强洁肤品：尤其是干性皮肤，应用温和的洁肤
乳，
或含油脂的香皂。
2、用热水洗脸：热水油力强，用热水洗脸，冲走皮肤油分，
水分容易流失，
皮肤更加干燥和瘙痒。
3、室内温度过高：室内温度过高的同时，室内的相对湿度
会下降，
皮肤的水分容易流失。
4、浴后立即干身：不适宜洗澡后即用毛巾擦干脸庞和身
体。
联系电话 61901100 619010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