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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届市委五次全会强调：
以加快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为突破口

敢担当敢创新善突破推动改革
■本报综合消息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届委员会第五次全
体会议 20—21 日在世博中心举行。全会强调，
做好 2014 年工作，要着力增强发展活力。以加
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突破
口，协调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国资国企改
革、文化体制改革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要着力释放创新潜力，在压和减上下
功夫拓展产业升级新空间，在新和增上下功夫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区域聚焦上下功夫以
布局优化推动结构调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
强调，
“改革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敢不敢、能不
能领导好推动好这场新的革命，关键看我们有
没有敢担当的责任意识、
敢创新的进取精神、
善
于突破的本领。”要把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中
央对形势的判断和工作部署上来，
奋力推进创新
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切实当好全国改革开
放的排头兵和科学发展的先行者。韩正指出，要
坚持问题导向，
抢抓机遇、
顺势而为，
以经济体制
改革为重点，牵引和带动其他改革，使各方面改
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明年要着力抓好五项改
革：加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加

强政府自身建设、深入推进国资国企改革、促进
城乡一体融合协调发展、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市委委员、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委
副书记、
代理区长孙继伟在参加分组讨论时说，
浦
东加快二次创业，要更加注重品质，更加注重能
级，
切实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要对接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
站在更高标准和要求上，
思
考临港新城的发展思路和战略布局，
引进具有引
领、
示范和激发作用的产业，
推进临港新城新的发
展；
当前，
全市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建议借助修
订城市总体规划的契机，
理顺城、
镇、
村三者之间
的关系，
明确城、
镇发展规模，
优化重点新城功能
定位，
保护自然村落，
防止简单地扩张规模。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明年的重
点工作之一。全会提出，要着眼于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基本制度，以自贸试验区建设带动全
市综合配套、国资国企、
“营改增”等各项重大改
革的深入推进。自贸区管委会党组书记戴海波
谈到，明年自贸区建设要细化形成 16 项基本的
制度框架；强化功能拓展，特别是与上海“四个
中心”建设形成联动机制；盘活存量，在产业规
划和形态上下功夫，通过联动发展形成增量，在
临港地区打造金融、集中保税展示交易中心、文
化贸易平台三个板块。

上海自贸区新设外资企业近百家
商务部回应相关质疑：
不是外商不热情 而是内资太热情
■本报记者 许素菲 浦东报道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揭牌两个半月多，
各路资本争相抢抓机遇，欲在区内设立企
业。据自贸区管委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 12 月 11 日，自贸区内工商部门已办结
新设企业 2348 家，其中内资企业 2254 家，外
资企业 94 家。
上述数据从 10 月份开始，一直被不断刷
新。11 月 22 日，自贸区办结新设企业 1434
家，其中外资企业 38 家，内资企业 1396 家。
到 12 月 11 日，仅仅相隔 13 个工作日，注册企
业就超过 900 多家，其中，外资企业新设数量
翻倍增长。
自贸区新设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在绝
对数量上的对比引起了外界关注。在 18 日
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
提问“有报道称目前自贸区外企入驻率比
较低，这是什么原因？”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沈丹阳回应说，“关于外企入驻自贸试验区
的入驻率比较低的问题，我们认为其实不
低。可能是因为国内其他企业的热情度更
高，给人产生了好像外商对上海自贸试验
区的热情不高的错觉。据我们了解，外商
对上海自贸区非常感兴趣，投资热情也是
很高的。”
本报记者从浦东举行的区委工作情况
通报会上也了解到，自贸区内资注册资本已
达到 456 亿元，平均每家注册资本 2200 万元；
外资注册资本达到 6.2 亿美元，平均每家企
业注册资本 700 万美元。事实证明，起先外
界担心由于注册资本门槛降低，在自贸区可
能发生的“大妈抢注公司抄壳”的现象并未
发生。
与此同时，还有两个数字引人关注，在
全国 111 个海关特殊监管区中，上海自贸试
验区的工商税收和商品销售额都已占据半
壁江山，分别达到 53.4%和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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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保险六笔股权
被扎堆抛售
昨天，南汇东滩湿地内成群的绿翅鸭在湿地觅食嬉戏。每年 11 月份开始，都是南汇东滩湿地迎接候鸟的高峰期，成千上万的各类候鸟不远千里而来，过境南汇东滩湿地。作为上海为数不多的
观鸟圣地之一，浦东最东南的围垦滩涂，已然成为鸟类的天堂。据浦东新区南汇东滩石皮泐野生动物观测点的工作人员介绍，保护区附近野鸭数量较去年增长了一倍，达到了 3 万只。其它鸟类从种
类和数量来看，
和去年相比没有太大变化。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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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顶尖技术造福肿瘤患者

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明天试运转
■通讯员 陈斯斯 本报记者 潘永军
大大缩短疗程，并能减少毒副作用的“治
癌神器”，明年将在浦东投用。记者从上海国
际医学园区获悉，位于园区内的上海市质子重
离子医院，计划于 12 月 25 日投入试运转。被誉
为“治癌神器”的质子重离子放射治疗设备，目
前处于调试中，
计划 2014 年正式使用。
质子重离子放疗技术是目前国际上最先
进的肿瘤治疗技术，利用质子或重离子组成的
粒子射线作为治疗媒介。目前只有日本、德国
等少数国家掌握这种技术。上海质子重离子
医院项目的启用，对于上海提高恶性肿瘤治疗
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与传统的放射治疗不同，质子和
重离子放射治疗不仅能显著增加对肿瘤的杀
灭效应，同时还减少了放射对正常组织的毒副
作用。在治疗时，质子或重离子经由加速器加
速至约 70%的光速时，离子射线被引出射入人

体，到达肿瘤病灶时，在瞬间释放大量能量杀
灭肿瘤，然后戛然终止，犹如“立体定向爆破”，
对周围正常组织的损伤显著减少。此外，常规
的放射治疗的疗程一般在 2 个月左右，而质子
放射的疗程缩短为 1 个月，重离子放射甚至短
至 1-2 周。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又称“肿瘤医院质
子重离子中心”，由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建
造，肿瘤医院托管，自 2009 年启动建设，位于浦
东新区康新公路 4365 号，目前主要设立放射治
疗科，提供头颈部肿瘤专科门诊、胸部肿瘤专
科门诊、普瘤专科门诊等服务。
据肿瘤医院介绍，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在门诊试运行期间，仅接受预约就诊服务，患
者可以登录挂号网、前往肿瘤医院门诊一楼现
场预约或通过 114 查询预约，试运行期间就诊
时间为周一至周五 8：30－11：00，可实现配套
检查当天预约、当天检查，具体包括血常规、肝
肾功能、电解质、血糖等。

红星美凯龙
金桥店正式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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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