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第5期

总第75期

园区新闻

（9-10月）

上海理工大学顺利举行第四批医工交叉项目启动会

       10月21日，第四批医工交叉项目启动会在上海理工大学综合楼报告厅举行。中国科

学院院士陈国强、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兆申，上海市经信委生物医药产业处处长李甲，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科研处处长傅启华，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骨科医院院长肖建如

等嘉宾应邀出席会议，校长丁晓东、副校长刘平，各职能部处负责人，医工交叉项目教

师、医生及学生等30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副校长刘平主持。

       此次会议的举办，是上海理工大学

与交大医学院、海军军医大学、各合作

医院等单位在医工交叉科技创新领域的

进一步探索，是对上海理工大学前期医

工交叉合作工作的回顾与总结，也为下

一步高质量医工交叉项目的顺利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上海市科委科技创业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王海春一行

来访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10月20日，上海市科委科技创业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

王海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发展规划处处

长邱翔，上海市闵行区颛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小山一行

到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走访调研，上海理工大学党

委（校长）办公室主任刘彬陪同，科技园副总经理罗杰、程

景玉，财务总监薛孝锡接待。

       王海春一行首先参观了园区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沈机（上海）智能系统研发设计有限公司，听取

企业负责人对企业发展历程、商业模式、战略规划、业务

布局、技术优势等方面的汇报。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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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国家大学科技园绩效评价蝉联“优秀”

        2021年10月29日，科技部 教育部联合发

布《关于发布国家大学科技园绩效评价结果的

通知》国科发区〔2021〕293号。按照《关于

开展国家大学科技园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

（国科办区〔2020〕76号）部署，科技部会同

教育部委托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对全国115家国

家大学科技园进行了绩效评价，并将结果予以

公布。

热烈祝贺

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国家大学科技园绩效评价蝉联“优秀”

蚌埠基地：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鹿建宇一行调研蚌埠上理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

        9月17日上午，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鹿建宇、市人大常委会教工委主任张云香、

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田发银及相关部门领导一行调研蚌埠上理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伟红、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主任刘玉泽、蚌埠市科技局副

局长王顺领及高新区科技局局长沈雪琴陪同调研，蚌埠上理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汪洋接待。

       汪洋从园区概况、资源导入、科技园发展模块等方面介绍

了蚌埠上理科技园的建设及运营情况，并就园区在高校科技成

果转化、科技企业培育孵化、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管理运营经

验等方面所做的工作进行了介绍。

       鹿建宇对蚌埠上理科技园的建设成效及发展模式给予了好评，此次调研意在通过对

科技孵化器实地考察，学习科技企业培育孵化方面的先进经验，了解科技孵化载体和管

理运营方面的先进做法和经验。



创新创业

“创•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系列活动暨第46期集客空间项目路演

        为了能够更好帮助初创企业发展，路演特邀请杨浦区就业促进中心 李静娴、上海

节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俊星、上海理工科技园有限公司  财务部副经理 张秀梅

作为创业导师，从创业政策、行业发展、企业融资、财务管理等角度为企业提供辅导和

建议。

       此次参加路演的项目都是初创型中

小企业，通过活动中创业导师与项目负

责人的交流，引导项目积极申请各项创

业政策，给予项目未来发展一些建设性

建议。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智慧物流融资对接会召开

       提高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水平，是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增强本土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有力举措。9月28日下

午，杨浦区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金融产品推介系列活动暨文创金融服务工作站巡回活动：

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智慧物流融资对接会在文创金融服务站点上海理工大学国家科技

园举行。本次路演活动是在上海市杨浦区商务委员会、杨浦区金融服务办公室、杨浦区中

小企业服务中心的指导下，支持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助力企业蓬勃发展。

       会议邀请到普洛斯研究院、Plug and Play中国、上海理工大学国家科技园、接力资

本、东方惠金、坤泰资本、中信建投等多家机构参与。

       杨浦区文创金融服务工作是在市委宣传部、市文创办、区商务委的共同指导下，在文

创园区、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内，融合“投、贷、保”相关金融机构及服务机构，提升载体

服务能级，促进投资对接及产融对接，构建面向中小微企业的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体系。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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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与你同行——2021年上理工科技园创新创业素质拓展活动

       为加强上海理工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的协作能力，加强创业学生之间的互动、

交流与合作，10月16日，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在上海理工大学图文信息中心

第一会议室组织开展素质拓展活动，本次活动有近40余个创业学生参与。

       此次素质拓展活动增进了创业

学生对团队工作的理解，使其收获

了很多对日后创新创业大有裨益的

经验，也促进了各个团队之间的沟

通交流。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JackSpace创意集市：直击，秋日创想的不可思议

       秋日的不可思议，在Jackspace集市激情碰撞，让创意走进生活，让科技点亮未来！

2021年10月27日上午10点，Jackspace创意集市如期开市！

       本次集市由杨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长海路街

道办事处共同指导；由上海理工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国家

大学科技园、长海路街道创业孵化基地、长海路街道乐业

空间共同主办。由集客空间、上理工孵化园，上海市起航

创业就业服务中心承办；由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上海市

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上海市中小企业服务云、杨浦区

公共实训基地管理服务中心、杨浦区就业促进中心共同协办。

       恰逢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成立15周年，此次

集市为给园区企业及创业项目提供交流展示平台，活跃园区

“科技文化融合，传承创新发展”环境，营造“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创新文化氛围。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媒体报道

补上科技金融的“薄弱项”

       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与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日前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

方将携手共进，发挥国家级区域技术转移平台功能，展现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科技企业和服务效应，共同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互动机制，开展科技资源集成

利用和推动产业发展的战略合作。

       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总裁、上海技术交易所发起人谢吉华在签约仪式上谈到，在

去年的国家大学科技园综合评价过程中，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给他留下的印象

是“突飞猛进”“很受感动”。谢吉华表示，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是围绕技术供给、

需求、中介服务及全球网络布局而建设的功能性平台。通过与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

技园的签约合作，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将致力于把上海理工大学的技术供给与全球的

技术网络做更好的嫁接，推动上海理工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再上新的台阶，做出标

杆、做出示范。

       上海理工大学科技发展研究院院长、上海理工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大伟表示，

在和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合作的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了技术交易、科技金融、产业

孵化等方面的全链条服务的重要性。他提及了在与学校老师交谈中发现的大学科技园面

临的困境：一些老师并不愿意在科技园落地发芽，部分原因在于科技金融这一“薄弱项”

过去并没有服务好；一些老师因此去了科技金融做得更好的外地城市进行创业，而没有

留在大学科技园中。他总结道：“不是态度好就能吸引人，更要有优质的服务。”他相

信，本次与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通过“合作协议”实现长效合作，将会为促进科技创

新、科技成果转化并提升区域经济能级作出积极贡献。

       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是构建平台化、国际化、市场化、资本化、专业化的第四方

平台，打造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生态体系。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以“先进制造业

科技引擎”为总体定位，秉持“依托高校特色、服务产业升级、促进成果转化、推动创

新创业”的初心，以扶持企业成长为目的，建立“面向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服

务体系。此次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与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开展全方位的战略

合作，必将成为科技园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动力，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实现共赢。

文：张悦 耿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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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与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深度合作

       近日，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与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携手共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深度合作。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其中科技创新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推动科技成果

转化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手段。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和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

科技园深化战略互信、携手共进，发挥国家级区域技术转移平台功能，展现上海理工大

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产业企业和服务效应，共同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互动机制，

开展科技资源集成利用和推动产业发展的战略合作。

       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是构建平台化、国际化、市场化、资本化、专业化的第四方

平台，打造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生态体系。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以“先进制造业

科技引擎”为总体定位，秉持“依托高校特色、服务产业升级、促进成果转化、推动创

新创业”的初心，以扶持企业成长为目的，建立“面向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服

务体系。此次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与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开展全方位的战略

合作，必将成为科技园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动力，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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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看点

杨浦再添10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上海理工科技园2家企业上榜！

       日前，国家工信部正式公布第三批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名单，其中，杨浦有10家企业荣

登上榜！

热烈祝贺

园区企业

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精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榜上有名

2021年度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名单公示

       根据《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认定管理办法》（工信部企业〔2017〕

15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推荐2021年度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

范平台的通知》（工信厅企业函﹝2021﹞9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组织开

展了2021年度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评审工作，共有292家平台通过了审核。

热烈祝贺上海理工科技园有限公司榜上有名获创业服务类平台称号



滨江看点

2020年度杨浦区区级创业孵化基地考核结果公示

        根据《上海市杨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杨浦区关于做好扶持创业带

动就业的实施办法〉、<杨浦区关于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办法>的通知》（ 杨人社

〔2019〕32号）、《上海市杨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区级创业孵化

基地认定及管理工作的通知》（ 杨人社〔2020〕

12号）的有关要求，对符合条件的20家杨浦区区

级创业孵化基地开展2020年度运营考核，经专家

组集中评审，最终确定考核结果。现予以公示。

2021年度杨浦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园区企业上海众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榜！

        为强化创新引领，加快培育新兴动能，

结合本区“三区一基地”建设要求，引导中

小企业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

发展之路，根据《关于印发<杨浦区“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培育工程实施办法>的通知》

（杨商务委规〔2018〕1号）的要求，区商

务委组织开展了2021年度杨浦区“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认定评审工作。现将拟认定92家企

业予以公示。

热烈祝贺园区企业

上海众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榜上有名

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榜上有名

评估等级为A（良好）



党建动态

“我为群众办实事”——上海理工科技园党群服务站开展基础急救普及课程

       为进一步加强党建联建、资源共享，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应企业部分党员群众的要求，9月8日利用“午间一小时活动”，长海路街道在

上海理工科技园党群服务站组织开展了一堂基础急救普及课程。

园区上海理工科技园有限公司、沈机（上海）智能系统研发设

计有限公司、上海胜康律师事务所等白领参与了活动。

       本次培训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让大家对紧急救护有了一定

的了解，更对医护人员充满了敬佩。大家深刻感受到，针对这

类心脏骤停病人，往往在第一时间采用科学和有效的方法急救，

实施正确的心肺复苏措施，珍惜“黄金4分钟”是极其的重要，

这个时候真的是“时间就是生命”。大家纷纷表示如果遇到身

边有突发事件的时候，可以力所能及帮助到别人，对自己、对

家人、对社会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喜迎“十一”国庆长假——上海理工科技园志愿者服务队

       近日，为迎接“十一”国庆的到来，共创科技园区优美洁净的公共环境，上海理工

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志愿者服务队”的二十多位成员，利用午间个人休息时间，自9月

27日至29日，在上海理工科技园内连续开展了一次“爱国卫生”清洁家园志愿者义务服

务活动。

       活动由园区党总支和园区志愿者服务队牵头策划组织，园

区党群服务站协办，长海路街道志愿者办公室指导与支持。

       通过此次活动，在上理工科技园区内进一步弘扬了志愿者

服务精神，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也体现了贯彻落

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思想理念，并积极

倡导“园区是我家，大家爱护她”的丰富内涵。通过此次活动，

也加强了园区内不同企业、单位和部门之间员工们的相互熟悉

与感情，融合了相互之间的文化，提升了相互之间的凝聚力，

进一步增强了园区党组织的向心力，促进了科技园区的和谐与

健康发展。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党建动态

上海理工科技园党群服务站开展“爱在深秋 情暖重阳”系列活动

       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民间有登高、赏菊、祭祖等习

俗，流传至今还增加了感恩敬老的内涵。上海理工科技园党群

服务站开展了“唇唇相印 润唇膏DIY”和“年年有瑜”重阳节

健康专题活动。

       10月13日午间，园区的白领们聚在一起亲手为自己的父母、

长辈做上一支无添加的手工润唇膏。随着老师一边制作一边对配方比例、制作步骤进行

讲解，每个人认真听讲。在示范制作完成之后，迫不及待地动起手来，一边回想着之前

的示范，一边按教程上的步骤小心翼翼地调配比例、加热搅拌、融化、灌装、定型， 随

着一步一步制作过程的完成，一支支润唇膏DIY出来了，成果满满，爱心满满。

       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通过举办重阳节系列活动，用自己的方式

表达对老人的关心和爱护，感受中华传统美德，培养尊老、爱老的良好品质。

       另外，上海理工科技园党群服务站当天还开展了“年年有瑜”重阳节健康专题活动。

专业老师将带领白领们体验瑜伽运动的魅力，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一份自然时尚的健康。 

上海理工科技园党群服务站白领书法社开展“伟人书法学习临摹”活动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进一步做强长海路街道具有引领力的红色基因

和品牌特色，升级党群服务模式，丰富红色思想传播的形式，10月20日，由街道党群服

务站培育发展的白领书法社，在上海理工科技园党群服务站开展了一堂“伟人书法学习

临摹”活动。

       活动当天，专业书法老师项守信首先为白领书法社的学员们讲述了毛泽东的书法。

主席精书法，是中国当代的书法巨匠，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书法家之一。毛主席

的字，既充满激情，又有理性，看主席的草书，视线会不由自主地受到牵引。

       今后，党群服务站将在街道支持下，充分依托现有辖区单位资源，通过生活服务、

公益活动、学习成长、健康养生、党史教育等

服务内容，聚焦年轻党员和骨干的培育，解决

白领与社区联系弱化的问题，实现政治吸纳功

能，推动建立党建引领人才的长海党建新方法。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党建动态

史诗级场景，恢弘与震撼 感动与感悟，转化为力量

记上海理工科技园基层党支部组织观影活动

       近期，随着电影《长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辈》的热映，上海理工科技园党总支结

合党史学习教育，在园区内积极倡导各基层党支部结合自身

实际需求和情况，组织开展《长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辈》

这两部爱国主义影片的观影活动，受到园区“两新”组织各

基层党组织的积极响应。

       这两部影片，不仅场面表现恢弘震撼，而且人物和故事

刻画细腻丰富。影片《长津湖》再现了当年的那一段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的历史画面，而影片《我和我的父辈》更是浓

缩了抗战以来，我们国家的发展历程。两部影片让我们更加

深刻和全方位的了解了先烈和前辈们一代又一代为国家独立、

民族解放、科技进步、社会发展而英勇不屈、奋发图强、勇

于探索、不怕牺牲的可歌可泣的奋斗历程。

一堂有趣和实在的健康活动课

记上海理工科技园开展一堂针对白领的健康科普讲座

       上海理工科技园党总支在学习党史过程中，积极引导园区“两新”组织各基层党支

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同时结合园区“两新”组织的实际需求，

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活动。

       为使白领们对这类身体所发生异常现象有个初步的科学认识，更是为了帮助白领们

改善日常不良的身体工作姿态和行为所造成对身体的损伤，恢复或改善身体健康状态，

更好的投身到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10月21日中午，在长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上海

体育学院大力支持下，上海体育学院运动康复学系教师、康复治疗师——张之旺老师来

到上海理工科技园，为园区的白领们上了一堂有趣、生动和实在的健康知识科普和运动

活动课。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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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文化

《科技企业服务政策讲解——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解读》讲座

       近年来，创新创业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创新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

造力，各类科技创新创业政策持续稳步推进。

       9月9日下午，科技园特邀上海协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魏奇总经理对园区从业人员进行《科技企业服务政策讲解——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解读》专题讲座。

魏老师首先根据科技企业的发展阶段梳理汇总了初创期、成长

期、发展期所适用的各类主要政策，并将各类服务政策以项目

资助和税收优惠两类形式区分。通过科委、经信委两个口径，

介绍了目前可申报的主要资助政策，如创新资金、市区小巨人、

专精特新企业等。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人社创业政策宣讲会——“创•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系列活动

       为全面推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政策深入贯彻落实，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9月15日

下午，上理工科技园联合集客空间在腾讯课堂开展了“人社创业政策宣讲会”线上直播

活动，线上330余人观看了本次直播。

       本次活动邀请了杨浦区就业促进中心周梦姣老师在直播平台为创业者讲解初创企业

创业补贴及贷款政策，第一部分，周老师解读关于初创企业前期可申请的资金补贴政策：

创业前创业担保贷款、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创业组织创业担保贷款、创业担保贷款贴息、

首次创业一次性补贴、区开办费补贴、启动资金补贴。第二部分，周老师着重讲解了关

于初创企业在运维过程中可享受的优惠政策及政策落实企业的相关手续：初创期创业组

织社保补贴、创业团队孵化场地费补贴、初创期创业场地房租补贴。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园区文化

“花好月圆 情满中秋”上海理工科技园举办迎中秋插花活动

       又是一年月圆夜，秋风习习庆佳节。为了让大家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充分放松，享受

节日的快乐，值此团圆的美好时刻来临之际，科技园公司特举办“花好月圆 情满中秋”

插花活动。

       阳光的向日葵，浪漫的玫瑰，可爱的小雏菊......各色花卉

铺满了一桌，同事们纷纷动手参与，在花的海洋里徜徉，充

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亲手DIY感受插花艺术的独特魅力。

       每位员工的作品都独具风格，各色花草经过大家的构思、

修剪，在花篮中悄然绽放，为节日增添喜庆气氛。大家看着自己创作的插花作品，感到

满满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本次插花活动不仅让员工们在忙碌的工作中舒缓了心情，提升了生活品质，同时也

感受到了来自公司大家庭的关怀与温暖。

压力纾解系列活动之绘画减压活动

       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到AI，短短二十年，生活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类压

力时时困扰着都市白领。为保护园区企业职工身心健康， 9月23日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

学科技园联动上海市妇联，在园区党群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了一场关于压力纾解系列活动

之绘画减压沙龙活动。

       老师首先介绍了绘画分析的由来、“曼陀罗”涂色、解读

名人画作与其性格体现。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在轻松的氛围中，

进入了本次活动的主题绘画——“雨中人”。

       活动尾声，老师又带领大家完成了团体漂流画的互动小游

戏，小组成员互相支持，每个人都得到了独属于自己的作品，

在欢声笑语中结束了这次活动。

       通过本次活动，让我们学习到了如何释放压力、悦纳自我，

学会了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与自己和解、与压力抗衡，保持阳光

心态，积极面对工作与生活！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园区文化

东区分团走进园区茶话会第十三期

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园区专场活动

        10月20日下午，由上海企业服务云、上海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杨浦区中小企业服

务中心、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共同主办的东区分团走进园区茶话会第十三期专

场活动在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顺利举办。上海企业

服务专家志愿团东区分团专家、科技园企业代表近40人出席

了本次活动。

       在志愿团专家和企业代表一一做了自我介绍后，企业代

表结合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热点、困惑及急需解决的问题，

提出了关于政策补贴、人才招聘、银行贷款、税收政策等方

面的问题。志愿团专家、科技园代表与企业代表就这些问题

展开了热烈讨论与互动交流，专家团针对企业发展的不同阶

段和需求，为企业代表提供了详细解答与指导，指明了相关

咨询服务渠道，并提出了将举办专题讲座、政策解读推送、

上门走访企业等后续工作。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聚力科技攻关，助力成果转化” 上海理工科技园科技成果对接研讨会

        9月26日下午，由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中国工商银行杨浦支行共同主办

的“聚力科技攻关，助力成果转化”科技成果对接研讨会在中国工商银行青浦培训中心

顺利举办。园区企业代表、上海理工大学高校代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和杨浦支行

代表近三十人出席了本次会议，共同探讨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思考、科技成果转化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瓶颈以及对未来合作的建议与展望。会议由上海理工科技园总经理荆勇

主持。

       通过本次研讨交流，进一步推进了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企业、高校、科技园、机构

四方的合作联动，明确了各方的资源与需求，为科技园今后更加全面地做好企业服务工

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解决瓶颈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指导建议。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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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即前行——上海理工科技园十五周年庆团队拓展活动

       金秋十月，恰逢上海理工科技园成立十五周年。为回顾企业发展历程、感悟企业

品牌文化，同时凝聚企业精神，提高团队凝聚力，特举办“出发，即前行——上海理

工科技园十五周年庆团队拓展”活动。

       10月30日早晨，踏着桂花的芬芳，科技园的小伙伴们在园区整装集合。穿隧道、

坐轮渡，一个多小时后顺利抵达了林木葱茏、风景优美的横沙岛。短暂休整结束，大

家列队集合，在“大灰”教练的引导下完成热身活动，通过破冰游戏组成红、蓝、白

三支队伍。总经理荆勇为三位队长授旗，并鸣枪开启一天的徒步“对抗”。

       上午的徒步行程总长7公里，大家列队出发。碧蓝的天空下，队伍沿着林荫道一

路前行，欢声笑语不绝于耳。行至半程，教练带领大家来到一片开阔区域，开始当天

的第一个团队任务——“共创发展”。一张画布上书写了科技园15年的发展，各团队

通力配合，让小白球沿时间线途径每一个重要历程，并齐声念出。短暂的任务结束，

继续出发前行。到达午餐点前，各团队完成“合力筑塔”。所有队员不接触积木，通

过绳子与钩环做成的道具，通力合作垒起高塔。两项任务结束后，三支队伍各有输赢。

       午餐前，教练发布了可以赢得额外积分的机动任务。各队趁着午休时间积极完成，

排练情景剧、拍摄创意照片……

       下午两点，准时开启环江8公里徒步行路线。大家沿着海岸线前进，水草丰美、

阳光正好，清新的海风拂面，是与繁华市区完全不同的美好体验。途中，大家共同完

成了“部门传递”、“共赴前程”两个协作任务，在笑声中挑战自我、比拼竞赛。

       傍晚来临，夕阳为海面披上一层金色的外衣，一天的活动也步入尾声。小伙伴们

聚集在一起，手写下对未来的期望。经过教练团队严谨的积分统计，红队以微弱优势

获得了本次徒步行的优胜。三支队伍派出发言人，分享心得。活动的最后，总经理荆

勇的致辞为这难忘的一天画上了句号，大家踏上返程。

       十五年风华正茂！科技园的各位伙伴不忘初心，携手共进。在未来的发展中，不

畏挑战与机遇，砥砺前行，共同续写属于我们的精彩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