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11月26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浦东新

区召开国家电子商务综合创新实践区总结验

收会议。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2010年 8月，国

家工信部批准浦东新区成为“国家电子商务综

合创新实践区”，唐镇为“国家电子商务创新试

点镇”，三年以来，浦东新区在电子商务创新发

展方面可谓硕果累累。

商品类电商交易额三年涨五成

数据统计显示，2012 年，浦东新区电子商

务持续快速发展，实现商品类电子商务交易额

3511亿元，比 2010年的 2326亿元增长了 51%，

占到上海市的45%。其中，B2B电子商务交易额

3428 亿元，比 2010 年增长 49%；网络购物交易

额83亿元，比2010年增长了256%，占社会商品

零售总额比重由 2.2%提升至 6.2%。此外，服务

类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2.75万亿元，比2010年

增长 526%。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数据预计在

2013年仍保持增长势头。

数字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各家企业的

“推波助澜”。尤其是在创新实践区试点前后，

浦东涌现出一批品牌电子商务企业，活跃于不

同的行业和领域——在商贸领域，有服务于零

售行业的1号店、百联电子商务，服务于农产品

行业的上海农产品批发市场、天天果园；在制

造业领域，有服务于化工行业的春宇供应链、

服务于钢铁行业的东方钢铁、西本新干线；在

文化产业领域，有服务于在线旅游的携程网，

服务于教育领域的沪江网，服务于网络视频领

域的聚力传媒。此外，在信息技术领域、金融业

领域，浦东也汇聚了万得资讯、大智慧、银联商

务等骨干企业。

2010 年至 2012 年，浦东共有 11 家企业获

得上海市电子商务“双推”平台工程的支持，占

上海市的39.3%。

浦东新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张

爱平表示，三年来，浦东在各方支持下建立了

浦东新区电子商务行业协会，不断加强电子商

务基础设施、信用服务、物流体系、支付体系等

建设，使得浦东电子商务发展环境和服务体系

不断得到完善。

（下转A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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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智慧管好“闲不住的手”
□严宝康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正式挂牌，

使浦东又一次引起世界瞩目。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浦东是“中国改革

开放的象征”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从

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里的开发开放从未停

顿过。自贸区试验选择浦东，是与浦东在全国

经济中的特殊地位息息相关的。上海是我国

的经济中心，浦东经过开发开放，经济体量在

上海的比重逐步加大，金融服务业在全国居

于龙头地位，国际化程度首屈一指，这些都为

逐步探索向自由贸易试验区转型，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很不容易。改革的

每一步都充满着权衡和博弈，与前期的改革

相比，而今的改革显得更为复杂和艰巨，仍

然会面临种种躲不开、绕不过的矛盾和问

题。曾经读过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为他“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所感动；也读过

《愚公移山》，为愚公那种“叨石垦壤”、“毕力

平险”的韧劲而感染。今天，改革涉入“深水

区”，我们依然需要这样一种“直到最后一

刻，决不后退”的勇气，需要“恪尽职守、锐意

进取”的精神。唯此，中国的发展才能开启一

片新天地。

改革意味着对既有格局的打破与革除。在

这种情况下，除了需要“勇气”外，更需要强调

“智慧”。以前我们说，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

政府行政是一只“闲不住的手”。如何依靠智慧

管好这只手，将市场主体真正还给企业，划清

企业、市场、政府三者之间的界限，这是中国

（上海）自贸试验区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只有

更加智慧地把“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

计”结合起来，牢牢抓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个核

心，才能提高改革效率，减少改革代价。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从

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也是干出来的，如果

空喊口号，避重就轻，只会错失良机。必须扑下

身子，苦干实干，一个一个难题破解，一项一项

任务落实。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在自贸

区这块“试验田”里，只要辛勤劳作了，只要智

慧闪烁过，世界就会因此增添一点光芒。

开弓没有回头箭。今天新一轮改革开放再

次从浦东出发，人们期待浦东干部要常常站在

地球仪边，积极“面向太平洋思考”，把握潮流

趋势，增强国际视野，以思想领先推动改革领

先、发展领先、工作领先，以极大的“勇气”、“智

慧”和“实干”精神推进改革，加快开放，在自贸

区这块“试验田”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改

革成果，为中央决策做好助手，交出令时代满

意的答卷！

东方时评 DongfangShiping

浦东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硕果累累
下一步将探索适应自贸试验区的跨境电子商务业态

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即将

召开的区五届人大四次会议设市民旁听席。为了使与会的旁听市

民更具广泛性、代表性，本次旁听市民将通过公开报名方式进行。

现将报名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13年12月6日

二、报名方式：请报名者填妥以下报名表格，传真或邮寄至浦

东新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代表工作处。

传真：58303108，邮寄地址：世纪大道 2001号浦东新区人大常

委会办公室代表工作处，邮编：200135（如邮寄报名的，以寄达时的

邮戳为准。报名表格也可以在浦东新区政府门户网站（www.
pudong.gov.cn）下载）。

三、报名表格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11月27日，“相约张江·礼裳绽放”——原

创设计服装表演在位于张江的中国美术学院

上海设计学院内拉开帷幕。

这是一场属于学生的T台秀。此次展示

分为浪漫婚纱系列、创意服装系列以及花团锦

簇系列，作品由中国美术学院上海设计学院染

织与服装设计系的学生们自行创作，而模特则

由学院 7个不同设计专业的在校学生担当，舞

台灯光方面则汇聚了数字展示设计系师生的

协同创新。

上海纺织协会秘书长刘寅峰表示，与刚刚

落幕的上海国际时装周相比，学生们的创作热

情更为热烈，作品也更加接地气，其中不乏值

得培养的设计新星，值得肯定。

据悉，当晚中国美术学院上海设计学

院与上海纺织协会&POP 时尚创研中心正

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通过院校与企业间

产学研的合作方式，为时尚创意发展“出谋

划策”。

学生原创时装秀从设计、模特到舞台全部
由学生们自己操刀。

□本报记者 朱泉春/摄

学生原创时装秀展露青春才情
■本报记者 蔡丽萍 浦东报道

11月 28日，浦东新区五届政协第二十三

次主席会议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2013年，

新区政协共收到提案294件，立案262件，如今

已全部按期办复，办结率达100%。

一年来，浦东政协委员们围绕推进浦东

经济转型发展、关注自贸区建设和加快上海

“四个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进程、深化浦东

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以及加强浦东文化建设

和浦东生态文明城区建设等方面积极建言献

策，提案内容丰富，针对性强。

对于委员们的提案，政府各部门积极回

应。如对于民革浦东区委《关于加快临港地

区发展若干问题的建议》的提案，临港地区开

发建设管委会积极落实“双特”政策，在改善

交通物流配套环境、形成临港地区管理体制

新格局等方面积极吸纳提案建议；对于唐士

芳委员关于《发挥世博低碳科技、整合社会低

碳投资、在浦东建设全球生态文明标杆》的提

案，浦东发改委积极推进上海南汇工业园区、

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一批光伏示范项目建

设和滩涂风电场建设，加大对新能源项目的

支持。

截至目前，立案的 262件提案中，已经解

决或采纳 166件，正在解决 34件，列入计划解

决 29 件，留作参考 33 件。明年，浦东政协将

更加注重提案质量，提高“提案办理协商”的实

效，积极鼓励委员开展跨行业、跨系统的调查

研究，提高提案的科学性、准确性；建立健全浦

东历届历次政协会议提案信息库，让委员了解

历年提案的结构和内容，减少重复提案。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11月 25日，浦东 2013年共有产权保障住

房（经适房）选房工作启动，全区 4188户准购

家庭距离安居梦又近了一步。

记者在选房现场看到，现场分为房源展示

区、检录区、信息发布区、候选区、选房区、选房

确认区和约定签约区等功能区域。选房首日，

新区建交委安排了300户准购家庭选房，并设

置专场以减少准购家庭的等候时间。

据悉，至 12 月 10 日，全区 4188 户准购家

庭将陆续完成选房。日前，新区建交委已组织

开展了准购家庭贷款咨询，市公积金管理中心

浦东管理部、置业担保公司以及相关银行接待

咨询，使准购家庭准确了解贷款额度和贷款方

法。此外，新区建交委还会同各街镇，分批组

织准购家庭到盛世南苑等三林、周康航的8个

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经适房）小区现场看房，接

待人数达1.3万余人次。

据了解，市房管局今年调配给新区的房源

总数为 4939 套，其中一居室 893 套、二居室

3321套、三居室725套，房源十分充足。其中，

三林基地推出了盛世南苑、绿波家园、士韵家园

（二期）项目，航头拓展基地推出了汇福家园、汇

仁馨苑、瑞浦嘉苑、瑞祥苑和瑞雅苑。三林基地

除士韵家园（二期）项目将于明年年底交付外，

其余项目已于2012年交付；航头拓展基地项目

则将于2014年、2015年陆续交房。

浦东新区第 005 选区（沪东街道）、第 053 选区（花木街

道）、第135选区（三林镇）、第149选区（川沙新镇）、第164选

区（周浦镇）、第 174选区（祝桥镇）、第 193选区（惠南镇）、第

248选区（驻区部队）、第250选区（驻区部队）、第251选区（驻

区部队）依法补选陈英、郭亚兵、丁海涛、左燕、冯伟、孙继伟、

周亚、杨新、臧立谦、江成玖为浦东新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浦东新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意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确认陈英等10人的代表资格有效。

浦东新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

议已决定接受蒋镇林辞去浦东新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职务的请求；浦东新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四次会议已决定接受刘中民、孙童、杨振峰、杨惠根、张正

权、陆敏之、胡雪薇、钱金建、徐荣辞去浦东新区第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上

述10人的代表资格终止。

由浦东新区第 111选区（唐镇）选出的浦东新区第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潘卫东因病去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潘

卫东的代表资格自然终止。

目前，浦东新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437名。

特此公告。

浦东新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3年11月28日

新区政协提案办结率100%

浦东新区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公 告

浦东2013年共有产权房进入选房阶段

4188户准购家庭将圆安居梦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小微文化创意企业有福音了。继《浦东

新区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财政扶持办

法》出台后，相关实施细则也于日前公布。作

为新区第一个覆盖全区的文化创意产业扶持

办法，未来落户新区的文化创意企业或能享

受最高300万元的资金补贴，以解小微文化创

意企业的燃眉之急。

记者获悉，“十一五”期间，新区分别在外

高桥和张江设立了专项扶持资金。而《办法》

的出台突破了张江、外高桥的区域性政策瓶

颈，为全区文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办法》指

出，新区将对符合资质的文创企业、公共技术

服务平台，以及国家级文创园区和龙头文创

企业进行补贴和财政扶持。

对此，实施细则进一步规定，所有申请的

文创企业需经过新区文广局会同文化创意产

业智能部门的认定。对于经认定的新区公共

技术服务平台将给予不超过项目总投资30%、

总额不超过300万元的补贴，并对企业使用经

认定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按其实际使用支

出费用的30%给予补贴，三年内单个企业每年

补贴不超过20万元。

不仅如此，对新区政府推动、在新区举

办、具有相当国际国内影响力的文化创意产

业品牌活动，经认定，按照影响力和规模给予

活动50万元至200万元不等的扶持。

此外，实施细则也进一步确定了国家级

文创园区和龙头文创企业的扶持力度，指出

对于获得国家级和市级的文化创新项目奖

项，新区按照单个项目给予国家或市级扶持

资金额度的 50%、最高不超过 300万元的配套

资金，而国家级文创园区则将另行确定财政

专项扶持额度。据悉，有关补贴即日起便可

开始申请，有意的平台和企业可登录 http://
wenchuang.pudong.gov.cn（浦东新区文创专

栏）下载申请表格。 （详见A7版）

新区文化创意产业
财政扶持办法细则公布

姓名：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工作单位
及职务：

单位地址：

家庭地址：

个人简历：

性别：

民族：

党派：

单位电话
和手机：

邮编：

邮编：

（本表格复印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