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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张 莉 莉 实 习
生 刘润豪） 日前，经过 4 年建设的
伽蓝集团生产基地新厂区一期正式
投产。一期建设投资 2.1 亿元，
建筑
面积 4 万平方米，核心功能为护肤
工厂和质检中心。
在位于生物科技园区新厂区护
肤工厂内，
伽蓝集团旗下的美素、自
然堂等品牌的产品正在此进行生
产。作为上海“东方美谷”
理事长单
位，伽蓝集团是在奉贤成长起来的
本土品牌。2001 年，董事长郑春颖
选择在奉贤创业，
就提出“打造中国
人自己的世界级品牌”
的愿景。
18 年来，伽蓝从原先在青村

的 800 平方米工厂起步，2008 年落
户生物科技园区，总建筑面积拓展
到 13 万平方米，共占地 160 亩，生
产基地分为老厂区和新厂区两部
分。
“随着产能不断扩大，我们在 4
年前就规划建设新厂区，新厂区计
划占地 115 亩，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
米。”伽蓝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一
期投产之后，新厂区二期工程项目
已完成设计规划，待审批后即可开
工建设，核心功能为物流中心和样
板车间。
如今，护肤工厂包装车间共有
23 条生产线，可以年产 5.9 亿支产

品，护肤车间一共有 27 台灌装机，
每条生产线单班日产 3 万支以上产
品。配制车间为 10 万级净化车间，
共配有 12 套生产装置，7 台乳化设
备，是世界最先进的日本美之贺乳
化设备，
年产 3 万吨半成品。
拥有先进的生产车间之外，伽
蓝集团还不断完善质量管理体系，
运用六觉六性 12 个维度、60 种科学
验证手段、数百项指标，
来确保为消
费者提供的每一款产品都安全有
效。所谓“六觉”，就是视觉、嗅觉、
味觉、听觉、触觉和感觉；所谓“六
性”，则是合规性、功能性、安全性、
温和性、稳定性和相融性。

“随着新厂区的正式投入使用，
企业生产的规范化程度和产出效率
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对奉贤美丽健
康产业发展产生示范作用。
”
伽蓝集
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们致力于打
造一流的化妆品科研、生产中心，
并
成为可供工业旅游展览的化妆品科
学与艺术的基地。
”

庄木弟主持召开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听取融媒体建设情况汇报后强调

让党的声音飞入寻常百姓家
本报讯 （记者 孙 燕） 5 月 13
日，
区委书记、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主任庄木弟主持召开区委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中共上海市奉贤区委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工作规则》《中
共上海市奉贤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专项小组工作规则》《中共上
海市奉贤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办公室细则》，听取关于成立奉贤
区融媒体中心的情况汇报，讨论
《关于奉贤区南桥镇析出金海街道
的建议方案 （送审稿）》《关于奉

贤区南桥镇析出金海街道的工作方
案 （送审稿）》《关于西渡经济园
区划转西渡街道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送审稿）》，听取关于上
海海国文化 （集团） 有限公司组建
方案的情况汇报。
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区委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郭芳，区
委副书记、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副主任王霄汉出席会议并讲话。
关于成立奉贤区融媒体中心工
作，
庄木弟强调，
要始终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推

动工作的指导思想、行动指南，
按照
“跨界以至无界”的原则，进一步抓
实抓深抓细，
大胆改革创新，
既上接
天线，放眼世界，又下接地气，融入
百姓，切实把有限传播转变为无限
传播，展现新时代奉贤媒体发展新
气象。
“区融媒体中心建设，关键在
‘融’字上做文章。”庄木弟强调，要
推动事业和产业相互融合，积极运
用“新闻+”理念，推出一批符合新
时代特征的新产品，生产一批可以
打响“四大品牌”的品牌，从而将其

推动形成为产业品牌；要聚焦体制
机制创新，
着重在薪酬激励、干部选
拔、人才选用上做文章，
更好推动融
媒体的发展。
庄木弟指出，推动区融媒体中
心建设，还要对标国际最高标准、
最好水平，加快物理空间建设，处
理好融媒体和文化事业发展的关
系，助力奉贤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蓬
勃发展。
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成员
徐卫、韦明、周龙华、顾耀明、孙嘉
丰、唐丽娜、袁园、吴梅出席会议。

区委中心组举行学习（扩大）会，
庄木弟强调

世界级
“美丽基地”
上线

抢抓科创板机遇 实现奉贤换道超车

伽蓝集团生产基地新厂区一期投产

本 报 讯 （记
者 孙 燕） 5 月 13
日，区委中心组举
行学习（扩大）会，
邀请上海证券交
易所副总经理阙
波来奉作“在上交
所设立科创板并
试点注册制的若
干问题”的专题报
告。区委书记庄木
弟主持报告会。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
袁晓林，区政协主
席陈勇章，区委副
书记王霄汉等区
领导出席。
庄木弟强调，
设立科创板并试
点注册制，对于中
小企业集聚的奉
贤来说，为未来发
展打开了一扇窗，
洒进了一片阳光。
各地区、各部门必
须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
上海视察时的讲
话精神，主动拥抱
“三大机遇”，在认
识 机 遇 、抢 抓 机
遇、用好机遇中解
放思想，真正把精
力集中到一心一
意谋发展上，真正在对标国际最高
标准、最高水平中逐梦新时代，奋
力打造新时代“奉贤美、奉贤强”新
高峰、新传奇。
庄木弟表示，当前，奉贤 30 万
家中小企业集聚发展，
“ 东方美谷”
品牌享誉全国，汽车“未来空间”也
随之扬帆起航，抢抓科创板带来的
发展机遇，对推动奉贤经济高质量
发展来说意义重大。 （下转 2 版）

奉贤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禁毒工作迎考督查会

纪念奉贤解放70周年开展“奉贤一日”新闻采风活动

确保奉贤风气清朗、社会平安

长三角百家媒体聚焦奉贤

本报讯 （记者 崔一民） 5 月
13 日下午，奉贤区在青村镇召开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禁毒工作迎考督
查会，
区委书记庄木弟强调，
全区上
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
想，
更加深入地做好各项工作，
为迎

本报讯 （记者 孙 燕） 5 月 15
日，
长三角百家媒体将走进奉贤，
开
展“奉贤一日”
采风活动。
活动将为期两天，
即以“奉贤的
24 小时”为时间线，从首缕阳光到
万家灯火，从环卫工人的扫地声到
末班轻轨的关门声……通过镜头和
文字的记录，全面展现奉贤解放 70
年以来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文
化传承、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奋斗历
程和建设成就，弘扬奉贤干部群众
见贤思齐、敢为人先、奋发有为的
精神，体现“奉贤美、奉贤强”的

接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禁毒工作
督导组来奉督查做好准备。
庄木弟指出，青村镇全镇上下
勇于担当，斗志昂扬，措施有力，积
极作为，
为全面推进禁毒、扫黑工作
在全区树立了好的榜样，希望各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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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庄行镇潘
垫村占地
面 积 200
亩的“花中
皇后”——
月季花海
竞相绽放，
迎来了一
批批市民
驻足观赏
拍照留念。
（王菊
萍/摄 影 报
道）

新思路、新举措、新作为、新变化
和新成就，为进一步加强长三角地
区媒体间互动和交流作出有益尝
试，更为奉贤、上海解放和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献礼。
据了解，
该活动由区委宣传部、
区新闻办、新华网长三角中心联合
举办。为进一步扩大活动影响力，
主办方还将在集中采访后，开展
“奉贤一日”新闻作品评奖活动，
撷取优秀作品汇编成册，并拟在中
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进行集中
展览。

奉贤举行低碳环保“嘉年华” 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本报讯 （记者 蔡倩雯） 5 月
11 日，区妇联联合绿化市容局在贤
园举办“万户家庭新时尚，垃圾分
类 巾 帼 行 ”—— 低 碳 环 保“ 嘉 年
华”，现场启动培训项目，为活动阵
地授牌。区委副书记王霄汉出席。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

天气预报

镇积极学习其先进做法和经验，争
取让奉贤的扫黑除恶、禁毒工作走
在全市前列。他强调，要提高思想
认识，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
署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指示要求
上来。要科学谋划、 （下转 2 版）

上海市昆仑律师事务所（电话：
67104411）

5 月 14 日 多云到阴转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16-24℃ 偏东风 3-4 级

律师

本报讯 （记者 蔡倩雯） 5 月
10 日，奉贤召开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推进会议，部署《关于推进新
时期奉贤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的实施意见》相关工作。区委副
书记王霄汉出席。

赵忠敏（电话：
18018823586） 顾帅（电话：
13585915168）

5 月 15 日 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19-22℃ 东南风 3-4 级

5 月 16 日 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转阴到多云 20-26℃ 偏北风 3-4 级

（奉贤气象台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