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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布
“中国汽车企业创新安亭指数”
首届中国汽车企业创新大会在安亭举办
本报讯 12 月 9 日，由汽车评
价研究院主办，安亭·上海国际汽
车城和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
地（上海）承办的首届中国汽车企
业创新安亭指数发布会在安亭召
开。
“中国汽车企业创新安亭指数”
首次发布，并成为行业关注焦点。
中共嘉定区委书记马春雷，中国汽
车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国汽车人才
研究会理事长付于武等出席活动。
马春雷表示，汽车产业正在向
新能源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
的趋势发展。面向未来，嘉定要建
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新型城市，能
够建立一个城市框架相对独立，城
市功能相对完善，城市品质高等级
的现代化新型城市，这是城市未来
发展的趋势。在完善城市功能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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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过程中，极其重要的是经济要有
实力，城市要有魅力，社会要有生
气活力和凝聚力。汽车对嘉定而
言，对安亭而言，是当之无愧同时
也是首屈一指，是首选的产业发展
方向。
关心汽
马春雷希望，
汽车人才、
都能
车、
参与汽车变革与发展的人，
研究，
借鉴，
聚集到嘉定，
一起探讨，
分享，从而推动中国汽车产业在大
变革时代发展方向更明确，前进步
伐更坚定，
发展成效也更明显。
“安亭指数”即中国汽车企业
创新指数，主要评价指标体系由创
新“铁三角”构成，即创新投入、经
济产出和技术结构，旨在通过多维
度计算分析，得出国内汽车企业创
新指数评价，科学反映出国内汽车

本报讯 日前，沪通铁路安亭段牵引接触网第一杆在
太仓成功组立，标志着该铁路四电集成工程全面铺开。
沪通铁路安亭段自宁启铁路平东站引出，沿九圩港
西侧至南通捕鱼港附近跨越长江至张家港市区，往东经
常熟、太仓后，向南接入京沪铁路安亭站。
工程正线全长约 137 公里，全线设平东、南通西、张
家港北、张家港、常熟、太仓港、太仓、太仓南、安亭等 9 个
车站，为国家玉级双线电气化铁路，设计时速为 200 公
里，于 2014 年 8 月开工建设。沪通铁路作为中国铁路网
沿海通道和长三角地区快速轨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
分 ，是 鲁 东 、苏 北 与
上海 、苏 南 、浙 东 间
最便捷的铁路运输
通道。
该铁路建成后，
将进一步完善区域
铁路网规模，提高过
江通道运输能力，方
便沿线群众出行，对
加强上海市与江苏
省经济联系，促进长
三角地区经济一体
化发展等具有重要
意义。
晓新

安亭镇五个社区自治项目获奖
本报讯 日前，嘉定区社区自治
项目评选专家评审团和各街镇观摩
团进入社区开展实地访视终审评
估。安亭镇新源社区“安居乐源”项
目获最佳实践奖，玉兰第三社区“兰
馨家园颂”项目、红梅社区“老区新
景”项目、沁乐社区筹建组“楼组课
堂”
项目获最具行动奖，玉兰第二社
区
“绿生活”项目获最具潜力奖。
说起新源社区安居乐源“三道
“有
门”
项目，
居民王茶英深有感触：
一次有人假冒清洗油烟机，把我们
小区一个老太太给骗了。现在我们
三道门都管得严, 必须刷卡才能进
去，
安全多了。”原来，新源小区以前
因管理体系不完善，小区门禁、单元
楼门禁都是敞开的，甚至有些门还
用砖头抵着，可随意进出，存在不少
隐患。新源社区决定实施“安居乐源
三道门”
项目，就是让小区居民自觉
把好社区门、楼道门、隐形门，前两
道门是看得见的，第三道隐形门则

是通过居民们提高社区自治意识，
形成一道最稳固之门。
一走进玉兰三村北门，就被一
面长达 84 米的“兰馨家园颂”科普
墙所吸引。从传统节气到浩瀚宇宙，
从花花草草到高新科技，从制造汽
车的高端材料到饲养猫猫狗狗的宠
物小贴士，都一一生动地画在这座
科普墙上。
“以前这座墙很破，现在
养生之类
改造得很漂亮，
看看宠物、
很有意思。”
的小知识觉得很有用，
居民潘阿姨边看边开心地说。玉三
第三社区历时一年半，将这座至今
已有 60 年历史的斑驳沧桑墙面改
造成一座科普墙，将科学融入居民
生活。
红梅社区“老区新景”让 60 多
年的老小区焕然一新。沁乐社区筹
建组依托“楼组课堂”载体，搭建邻
里互动平台。玉兰第二社区“绿生
活”让老小区充满绿意，生机勃勃。
程静

产业创新现状。该项目由中国汽车
企业创新评价专业顾问委员会指
导，
在国内一流创新政策研究机构
学术支持下，
由汽车评价研究院组
织实施。项目也得到了国内汽车产
业和经济创新发展等方面顶级智
囊团队和学术机构的大力支持。首
次发布的“安亭指数”公布了今年
中国汽车乘用车、客车、卡车和零
部件企业等创新排行榜名单。评价
期间，有关评价的信息不公开，不
被评价企业无须
通知被评价企业，
申报，也没有答辩和复议；评价以
指数数值大小为唯一标准，不受任
何外力影响；
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
发布，可供政府主管部门参考。
汽车评价研究院院长李庆文
表示，发布
“安亭指数”的意义在于

落实中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贯彻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以创新为引领发展的第
一动力，促进中国汽车产业自主创
新，
引领中国汽车产业从汽车大国
向汽车强国的转型升级。
安亭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董爱
华表示，未来，
“ 安亭指数”还会继
续丰富其内涵，提高指数的科学
性。如今的汽车产业正逐步走向新
能源领域，智能化、网联化、共享
化、
轻量化等是汽车产业发展的新
方向，
“安亭指数”的发布将推动安
亭加快成为未来汽车转型的热土。
在大会主题演讲环节中，专家
学者们坦陈了各自观点。来自安徽
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安进与在座嘉宾分享了江淮汽

车在企业创新领域的心得和体会。
力帆汽车创始人、力帆股份原董事
长尹明善在发给大会的贺信中以
《小企小民也创新》为主题，从儿时
亲身经历开始，详细阐述力帆在创
新方面的心路历程。清华大学汽车
技术与战略研究院院长赵福全就
中国汽车行业创新面临的短板和
挑战进行了深入解读和分析，建议
通过有效保护、合理开放和包容失
败来解决创新动力、活力和压力的
三大问题。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
理事长杨世伟指出，汽车产业在
“新四化”浪潮中面临着创新的新
机遇和新难题，车企应以此作为切
入口，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
汽车强国的实现贡献力量。
胡新栋

汽车城研发区被评为上海知识产权试点园区
本报讯 上海国际汽车城研发
区日前被评定为 2017 年上海市知
识产权试点园区。
汽车城研发区是中国第一个汽
车产业研究机构高度集聚的园区，
知识产权管理难度极大。研发区组
织竞争性企业座谈，发起设立知识
产权保护公约，推动行业惯例的形
成，在汽车“四化”方向开展高新技
引进孵化 61 家企业
术企业的培育，
和团队，孵化项目在研发区得到创
知识产权等
业创新辅导、
科研支撑、
一站式服务，从而达到高效率的育
成孵化效果。汽车城研发区近三年

专利申请量年增幅达 30%。
汽车城研发区立足自身需求和
特色开展了一系列知识产权工作。
为园内汽车研发设计类企业提供了
多元化的知识产权管理、
服务。为丰
今年 6 月与区
富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知识产权局研讨后决定发起《上海国
际汽车城研发区知识产权保护公
公
约》，
迅速得到入驻企业热烈响应，
保护知识
约鼓励入驻企业自主创新、
产权、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规政策，
公约对入驻企业的权利和义务、园
区管委会的职责和义务、争议解决
办法和监督程序等方面都作出了明

确界定。建立黑白名单制度，对被纳
入黑白名单的企业，分别给予不同
程度的奖惩。还邀请了嘉定区知识
产权局、区人社局、区检察院等 7 家
职能部门联合成立知识产权咨询委
人
员会，为入驻企业提供知识产权、
邀
才管理及服务等方面的政策咨询，
请高校、
第三方律所等法律界人士为
入驻企业提供提供法律援助。
下阶段，汽车城研发区将每年
投入 100 万元用于知识产权工作经
费，构建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形成专
利信息服务共享平台和知识产权维
权援助服务平台。
胡新栋

安亭“南粳 46”参展区优质稻米品鉴会
本报讯 日前，品种为“南粳
46”的安亭大米参展嘉定区农业委
员会主办的优质稻米品鉴会, 并以
其食味品质极优的特点，深受消费
者喜爱。
本次区优质稻米品鉴会活 动
共遴选了区内目前示范种植、自主
选育审定和待审定的 19 个优质水

稻品种。安亭的参展品种“南粳
46”
，晶莹剔透有光泽，纹理清晰，
饱满圆润，胚芽小，米粒表面无裂
纹，且营养丰富，口感极佳，成饭醇
香馥郁、绵软松爽，芳香浓郁。
据悉，2017 年安亭镇共种植晚
稻 3017 亩，主要种植品种有“嘉农
粳 6 号”、
“沪香 106”、
“南粳 46”等。

近年来，在镇农委大力帮扶发展及
合作社的共同努力下，全镇农业规
模化水平和农民组织化程度有效提
升。本次安亭参展的大米来自上海
百鑫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和上海景
波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这两家农
业合作社专业能力强，管理规范。
胡新栋

图片新闻

嘉亭荟举办“光影游园荟”

为迎接新年，
嘉亭荟举办了为
期一个月的“光影
游园荟”。每逢整
点，伴随着动感音
乐和绚烂灯光，
“ 奇 乐 光 影 秀 ”为
市民呈现出震撼
多维的视听效果。
嘉亭荟还携手
Kidsland 打 造“ 童
梦游园荟”圣诞玩
具市集，满足孩子
们的童心，为家庭
亲子互动提供了
好去处。
苏凤仪 胡新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