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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日”
浦东亮家底
新发现 167 处文物点 13 处已挂牌保护
本 报 讯 （记 者 符 佳）本 周 六 是
2011 年度的“中国文化遗产日”，浦东
到底有哪些值得保护的不可移动的
“文物家底”？记者昨天从浦东新区第
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总结会上获悉，新
区历时四年，已圆满完成了“三普”工
作，新发现 167 处文物点，其中有 13 处
已经同步挂牌保护，其余的将在未来
一段时间内建档并开展保护工作。
浦东新区第三次文物普查从
2008 年启动，在 4 年时间里，共完成
611 处 不 可 移 动 文 物 的 现 场 调 查 工
作。其中，复查文物点 305 处，消失文
物点 139 处，新发现文物点 167 处。普
查内容涵盖 5 大类 25 个小类的文物，
普查范围覆盖 38 个街镇、621 个居委
会、207 个村委会，近千人参与，创新
了新区、街镇、文保志愿者三级联动机
制，实现普查工作完成率、覆盖率均
“双百”目标，摸清了区内文物资源的
基本情况，建立和完善了区级不可移
动文物档案和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
文物标准化管理和动态管理。
新区文保署地文科负责人宋飞波
透露，此次新发现的 167 处文物点有
不少珍贵遗迹。其中，既包括民生港
建筑群、江海南关验货场旧址等近代
工业遗存，也有川沙新镇以德堂以道
堂、川沙新镇大洪村唐家宅等乡土建
筑，还有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名人故
居。如南汇地区的林石城故居、高东
地区的黄月亭故居、三林地区的庞松
舟故居。目前，这批新发现文物点中
已经有 13 处不可移动文物被挂牌保
护。
（下转 3 版）

颂红旗

（徐网林/摄影报道）在喜迎建党 90 周年的日子里，
荣获全国
“多彩秋云”
首届中老年才艺
比赛特等奖的金秋艺术团在康桥镇文化活动中心作情景舞《心中的旗帜》的汇报演出。
金秋艺术团是一支活跃在惠南镇的老年人艺术团，
成员平均年龄67岁,最大的已76岁。

浦东启动“海洋宣传日”活动
本报讯 （记者张匀初）6 月 7 日，
浦东新区 2011 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
海洋宣传日系列活动在上海海洋大学
启动。活动将持续到 6 月底。
本次活动以“百年树人、科教兴

海”为主题，由浦东新区海洋局、上海
海洋大学、上海临港海洋高新技术产
业化基地、大团中学联合主办。活动
期间，主办方将开展
“海洋文化与产业
发展”专家讲坛、海峡两岸海洋文化研

究及学术交流，举办浦东新区海洋知
识竞赛、海洋知识图片展、临港海洋渔
村社会实践等活动。
主办方表示，通过海洋宣传日系
列活动，培养学生对海洋生物的探究
精神，强化海洋意识，同时促使大家更
加关注海洋，提高全民保护海洋的自
觉性和积极性。

青草沙水源地工程建成
南汇保卫大队第四中队队部遗址

位于祝桥镇新如村的保卫四中队部遗址。
南汇保卫大队保卫四中队部
遗址位于祝桥镇新如村。
1937 年 11 月底，中共中央发出
了“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
来，参加抗战”的号召。中共中央
批准建立中共上海江苏省委，负责
领导上海市和江浙敌后农村的武
装斗争。1938 年 1 月，中共浦东工
作委员会成立，陈静任书记。1938
年 8 月，中共浦东工委通过时任南
汇县二区区长的连柏生与南汇县
保卫团团副孙运达的关系，组建了
南汇保卫团第四中队（简称“保卫
四中”
）。连柏生任保卫四中中队
长。连柏生出生在南汇祝桥镇，就
读于上海私立大夏大学。在校时
接受进步思想，在学生中宣传国民
革命，传阅进步书籍。1937 年淞沪

□记者朱泉春/摄

抗战后，
回乡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保卫四中成立前，陈静就派郁
德祥、郁根林等人到保卫二中参加
短期工作。保卫四中成立后，郁德
祥等人携带全副武装回到保卫四
中。不久，保卫四中 20 余人就夜袭
驻 守 祝 桥 的 日 本 兵 ，散 发 抗 日 传
单。1939 年 1 月，保卫四中驻地遭
到日伪军袭击，但部队迅速转移，
未受损失。5 月 31 日，日军从江镇
出发进攻游击区。保卫四中和边
抗大队在塘东潘家泓进行伏击，打
死日军 4 人，打伤 4 人。保卫四中 6
人牺牲，3 人负伤。1942 年，保卫四
中转移到浙东开辟抗日根据地。
保卫四中队部旧址 2002 年被
公布为革命纪念地。
□文史

南汇支线明年 1 月实现原水切换
本报讯 （记者黄静）继金海、杨树
浦、南市、陆家嘴、居家桥、临江、凌桥、
闸北水厂切换通水后，
6 月 8 日，
地处徐
汇区的长桥自来水厂成功切换改用来
自青草沙水库的优质长江原水，
这标志
着经过 15 年科学论证和 5 年精心设计
施工，
长江口青草沙水源地主体工程已
建成，
并全面投入运行。
截至目前，
上海原使用黄浦江上游
原水的 6 家水厂、
原使用陈行水库原水
2家水厂和新建的金海水厂已全部用上
了青草沙原水，
这 9 家水厂的总制水能
力为546万立方米/天，
受益总人口已超
过 1100 万。青草沙水库的原水水质基

本达到Ⅱ类水标准；
出厂水的耗氧量、
色度、余氯等指标全面得到新的提高，
受益居民对水质改善情况反映良好。
在浦东地区，
4月下旬，
随着原先使
用陈行水库原水的凌桥水厂切换使用
青草沙原水，
高桥地区的供水水质得到
改善，
浦东北片大部分地区提前完成了
青草沙原水的切换。此外，
浦东川沙和
南片地区，
随着南汇支线的建成，将于
2012年1月实现原水切换。
据悉，到
“十二五”期末，
上海将建
成黄浦江上游、
长江口陈行、
青草沙、
东
风西沙四大水源地，
长江原水和黄浦江
原水的比例将由原来的3:7调整为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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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研讨
金桥党建特色
《充满活力的热土》出版 徐麟作序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金一林 记
者俞丽辉）今天，金桥开发区迎接建党
90 周年党建研讨会暨《充满活力的热
土-金桥开发区党建创新研究》首发
式在浦东新区党校举行。市委常委、
浦东新区区委书记徐麟为该书作序，
区委副书记吴信宝作跋。来自中央党
校和上海市各方面的党建专家出席研
讨会，点评开发区党建的
“金桥特色”，
共同探讨新形势下开发区党建的现实
意义和实践路径。
作为浦东开发开放的主力军，
金桥
出口加工区是外资企业高度集聚的国
家级开发区，
党的建设更早、更充分地
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开发
建设 20 年来，金桥开发区通过着力创
新党的组织设置、扩大党的组织覆盖，
创新党的工作方法，党建工作卓有成
效。党建研究专家认为，
金桥出口加工
区找到了开发区党建的关键点，
以党建
促开发、推发展；找准了开发区党建的
切入点，
以党建化矛盾、
聚人心；
找稳了
党建的落脚点，
以党建拓空白、
联企业。
《充满活力的热土：
金桥开发区党
建创新研究》一书由市、区专家组成的
课题组联合编撰，
是金桥开发区党建探
索的系统总结。徐麟在序中称该书是
一部理论与实践兼具的生动教材，
金桥
开发区党建研究成果的付梓出版，
是浦
东党的建设创新实践的一个缩影。吴
信宝认为金桥开发区走出了一条以
“党
群协调联动、创建和谐劳动关系”为特
色的非公经济组织党建新路。

人才金港与本报
昨天签约共建
本报讯 （记者俞丽辉）昨天，上海
陆家嘴金融城人才发展中心（人才金
港）与 浦 东 时 报 社 举 行 共 建 签 约 仪
式。双方将努力服务于上海国际金融
中心建设这一国家战略，更好提升陆
家嘴金融城文化软实力，扩大金融城
影响力，
并加强报纸金融资讯的传播。
成立于 2009 年 5 月的陆家嘴人才
金港，以集聚金融企业人才需求为基
础，
通过集聚高校资源，
构建覆盖整个
陆家嘴金融城重点企业的人才引进和
联合培养基地，
形成政产学研结合的一
体化大平台，
有效带动陆家嘴金融城人
才引进、培养和落户，
扩大覆盖面和辐
射力，
形成品牌效应。
截至目前，
人才金港已为陆家嘴金
融城联合培养、招聘、孵化研究生以上
金融人才2288名。

新兴产业
“一进一出”
暴露产业差距，院士出招：

企业重研发 政府
“推一把”
本报讯 （记者孙晓玲）太阳能电池
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支持项
目，
产品大量出口；
LED 灯等光电子产
品同样是战略性新兴产业，
其关键器件
和制造装备则依赖进口。6 月 8 日，在
市科协和浦东科协举行的院士圆桌会
议上，
此类新兴产业
“一进一出”
现象引
发了叶叔华、
丁传贤、
朱能鸿等7位院士
的思考。
“-1+5=-1”，这个奇怪的数学算
式，
在中科院院士、半导体物理学家褚
君浩看来，是对太阳能产业发展的忧
虑。褚君浩解读说，
“-1”是指太阳能
电池的生产。随着国内光电子产业的
发展，我国已成为太阳能电池的制造

大国。然而，太阳能电池的制造既耗
物产业中，
临床使用的医疗器械从牙齿
费大量稀有矿产等资源，还产生有害
种植体到人工关节、支架等都是
“外国
物质。而
“5”
是指绿色能源的太阳能发
制造”，或是打着国际知名企业品牌的
电，
已在欧美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中国制造”
，
真正
“中国智造”
相当有限。
然而，作为太阳能电池的生产和出口
针对这
“一进一出”
的差距，
院士们
大国，我国国内的利用仅占 2%。两者
建议，
在上海和浦东重点发展战略性新
相加，
“-1 留在了国内，5 被国外利用， 兴产业的“谋篇布局”时，要定位于关
这一产业对中国的结果就是负效应”
。
键、核心的元器件、重要装备的自主研
另外，
我国还有许多战略性新兴产
发；政府则需“推一把”，促进产业发
业的核心器件和装备依赖进口。譬如
展。譬如太阳能电池，
在上海就可以结
LED 灯、
大屏幕电视等光电子产品，
传
合建筑进行利用。
“5 平方米的电池板，
感器都是
“外国心”
“
。关键技术不掌握， 每天发电可达 4 度，
足够普遍家庭一天
高精尖的设备就制造不出。
”
天文学家、 的使用。
”
院士们指出，
政府若能在新建
朱能鸿院士提醒。而作为化学家的丁
住宅阳台上推选加装太阳能电池板，就
传贤院士，
同样注意到在重点发展的生
是对新兴产业的好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