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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有望初步建成健身步道网络

浦东目标：
国际著名的体育强区
■本报记者 徐阳 浦东报道
4 月 15 日，新区召开体育工作大
会，明确体育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促
进社会就业的重要载体。会议认为，
将浦东新区建成上海龙头、全国领
先、国际著名的体育强区，有助于推
动全区经济社会建设。
浦东新区建设体育强区，加快
体育产业发展步伐，需要进一步调
整产业结构，促进体育消费，推进对
外交往和合作，促进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

组建浦东体育产业集团
2016 年，
新区体育工作的首要任
务依旧是扎实推进公共体育设施建
设。新区将探索组建体育产业集团，

创新公共体育场馆经营管理模式，实
现专业化经营、市场化管理、公益性
服务，为浦东体育产业培育新亮点，
为全国体育产业发展探索先行经验。
在推进体育中心建设方面，新区
将配合相关部门继续推进川沙体育中
心、周浦体育中心建设。同时优化布
局体育工程，
促进区域内均衡发展，
为
市民健身提供更多“身边的场地”，力
争体育健身苑（点）、社区公共运动场
和农民健身家园覆盖率达到98%。
业内人士透露，今年，新区有望
初步建成健身步道网络，同时重点打
造环世纪公园外圈健身步道二期工
程、黄浦江东岸健身步道和张家浜楔
形绿地健身步道。
今年，新区还将继续承办好射
箭世界杯赛、世界九球中国公开赛
等一系列重大体育赛事，并结合赛
事特点，运用市场化手段，创建浦东

本土系列体育品牌赛事，打造具有
较高人气的“浦东国际马拉松”等精
品赛事。
据透露，2016 年，体育部门将会
同经信委正式申报“智慧体育”开发
项目。

在专业化人才方面，新区也是
人才辈出。同时，新区还采取鼓励
社会力量办训、场馆办训等多种形
式，加快形成后备人才多元化培养
格局；加强与飞扬俱乐部冰上项目、
辉煌和乐派特俱乐部的马术项目，
以及上海市拳跆中心的跆拳道项目
引进国际先进企业落户 的合作，推进新项目布局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新区还计划在
据悉，去年，新区新建 11 条百姓 “十三五”期间，用好自贸区相关政
健身步道、4 个百姓健身房、5 个社区
策，引进国际先进体育管理企业落户
公共运动场、15 个农民健身工程、1
浦东，探索赛事市场化运营路径，具
个百姓游泳池、8 个健身点。为了进
体包括完善人才评估和激励机制，吸
一步提高全民健身参与度，新区全年
引财税、金融、科技、法律等领域的优
承办市民体育大联赛 267 项赛事，参
秀人才服务体育产业发展。
与人数近 24 万人次。
同时，新区还将依托世博园区、
各街镇也着力“一街（镇）一品” 迪士尼国际旅游度假区，发展特色休
建设，其中，
“陆家嘴海派秧歌”
“高东
闲体育产业，探索体育产业园区和体
门球”
“ 唐镇台球”等体育项目，已具
育总部经济发展新模式。
有一定的品牌效应与文化内涵。
副区长谢毓敏出席会议。

孔子像揭幕

“孔子学堂”落户浦东图书馆

孔子像落户浦东图书馆。

□徐网林/摄

展国学教育。
作为中国孔子基金会与浦东图
书馆的牵线搭桥者，鲍鹏山幽默地
说：
“‘孔子学堂’在浦东图书馆挂

牌，意味着‘浦江学堂’就不再孤单
了。我也会尽自己微小的力量，传
播以孔子为核心的传统文化。”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广局副

局长赵瑞春表示，孔子像与“孔子学
堂 ”落 户 浦 东 图 书 馆 ，意 味 着 这 一
“全民阅读示范基地”将在传统文化
的传播方面更进一步。

创意音乐会带来别样文化享受

2016 上海桃花节完美落幕
■本报记者 张琪 浦东报道
当新场传统文化与上海轻音乐
团艺术相融合，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
花？4 月 15 日下午，在新场镇南山寺
东侧的
“创意大田”，一台土洋结合的
创意音乐会为观众带来了不一样的
文化享受。
随着美妙的《春之声圆舞曲》奏
响，2016 上海桃花节也在大田音乐
会中落下帷幕。
据悉，这是新场镇与上海轻音
乐团签约合作共建后的首次演
出。
“ 去年，上海文广演艺集团的 9
家专业文艺院团，与浦东 9 个街镇
或开发区管委会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新场镇与上海轻音乐团签约共
建，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
雅艺术了。” 新场镇文化中心负责
人介绍。
伴着春日午后暖风，一首美妙
的《春之声圆舞曲》，缓缓拉开了整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4 月 15 日上午，市委常委、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主任、
区委书记沈晓明会见了摩根大通亚太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欧冠昇一行，双方就摩根大通未来在浦东新区的发展交换了
意见。
沈晓明首先对欧冠昇一行的到来表示了欢迎。他说，中
国金融业扩大开放是总体趋势，而上海自贸区则是一个很好
的试验窗口，并将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提供重要支撑。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摩根大通这样的世界级金融机构参与进
来，
这样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才不算是空话。
欧冠昇在会见时表示，全球金融市场的格局正在发生变
化，中国市场变得愈发重要，希望通过拓展中国区的业务来
保持公司业绩的增长态势。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很高兴
看到上海自贸区在金融创新方面推出了许多新的政策和举
措，
摩根大通希望带上经验、带上资本参与其中。
摩根大通集团是一家历史悠久、全球顶级的金融机构，
在投资银行、消费者金融服务、小型企业及商业银行服务、金
融交易处理、资产及财富管理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据悉，
摩根大通集团准备在浦东设立合资证券公司，开展跨境资产
管理业务。

“自贸现象”
折射浦东开放向纵深挺进

■本报记者 曹之光 浦东报道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
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
愠，不亦君子乎？”4 月 16 日上午，浦
东图书馆一楼大厅传出孩子们的琅
琅读书声，孔子像随之揭幕，标志着
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创办的“孔子学
堂”在浦东图书馆正式挂牌，并即将
开堂授课。
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长王大千
介绍，
“ 孔子学堂”以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为主要目标，是传承孔子优秀
教育思想的公益性社会教育基地，
通过开展传统文化系列课程，培养
“文质合一、内外兼修、知行统一”的
现代君子。
此次中国孔子基金会将孔子像
作为“孔子学堂”的标识赠予浦东图
书馆，王大千表示，这是因为孔子既
是中华民族的古圣先贤，也是思想
教育领域的精神雕塑。
“我一直觉得，只有孔子像才能
把浦东图书馆这么敞亮的大厅‘镇
住’。”中国文化学者、
《百家讲坛》主
讲人鲍鹏山作为“孔子学堂”首席主
讲人，在过去的 5 年中，已在浦东图
书馆举办了 32 场国学讲座，2013 年
还 在 浦 东 图 书 馆 创 办 了“ 浦 江 学
堂”，面向 2 至 6 年级的学生系统开

沈晓明会见
摩根大通亚太区主席

场音乐会的序幕；锣鼓书演唱与电
声乐演奏的首次尝试——锣鼓书改
编曲《浦东大佬倌》令人耳目一新；
浦东派琵琶演奏得出神入化；
《水乡
鹰歌》以男声小组唱的形式，别开生
面地唱出了水乡渔夫捕鱼的生动场
面；工农居委的男女老少穿着新场
土布服装，在轻音乐团的伴奏中秀
出了江南水乡的别样风情。
今年上海桃花节期间，
新场镇以
“桃源水乡·千年盐都”为主题，共推
出浪漫桃源、闲雅古镇、创意大田三
个景区。自 3 月 26 日活动开始以来，
三个景区共接待游客近 20 万人次，
广大市民在新场体验了古镇富有特
色的爱情文化、农耕文化、手作文化
等。249 亩的创意大田是今年新场
新推出的一个景点，邀请了当代艺术
家胡项城进行策划、布展。
桃花节落幕了，新场古镇文化体
验季好戏才刚刚上演——活动将持
续至 5 月 4 日。长三角锣鼓书会书、

土洋结合的创意音乐会现场。

□本报记者 朱泉春/摄

上海市江南丝竹邀请赛、
“南山桃源”
诗歌会、
“ 桃花缘记”相亲会以及“文
化寻根、浦东乡愁”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新场、川沙、高桥）文艺汇演等主

题活动，
将陆续上演。新场古镇相关
负责人表示，
根据前期收集的市民关
于新场创意大田的创意
“金点子”，将
通过众筹的方式圆市民的梦想。

（上接 1 版）
“把自贸区经验复制推广到其他地方，能提供更大的试
验空间和更多的实证样本，可以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营造
更好的市场环境。”上海海关关长李书玉表示。
以“批次进出、集中申报”监管模式为例，作为在全国首
批复制推广的上海自贸区经验，该创新模式允许试验区内企
业先凭卡口核放单办理货物的实际进出区手续，再在规定期
限内以备案清单或者报关单集中办理海关报关和检验检疫
相关手续，是对传统逐票申报为主、集中申报为辅且均在二
线实施模式的调整改革。
对此，药明康德精益运营副总裁刘青新感受颇深。近年
来，该公司对进口实验用生物材料的需求日益增加。特别是
生物制药部门，每年就有 50%以上的项目涉及动物源样品进
口。在自贸区新政下，样品属于同一个项目、同一个客户、来
自同一个国家，多批次进口再也无需反复申请，使得生物试
剂进口难、生物材料进口慢的难题迎刃而解。目前，受益的
自贸区企业已达到 326 家，今年一季度上海口岸出入境生物
材料批次同比增长了 212%。
如今，这项创新制度已在厦门、青岛等多地海关复制推
广。厦门海关还将该模式与快件监管相结合，从而适应跨境
电商单多、量少的贸易特质。
上海自贸区进一步试点推进贸易便利化的脚步并未停
歇。王辛翎告诉记者，
下一步，
保税区管理局将在综合评估分
析制度创新落实情况的基础上，
结合企业需求，
推动各项创新
措施的深化落实和叠加运用，
形成更多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

有多项制度和政策优势
自贸区成企业
“出海”
桥头堡
上海自贸区还成为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桥头堡”。
统计显示，2015 年上海自贸区共办结境外投资项目 636 个，相
当于 2014 年的 4.3 倍。境外投资的种类也很丰富，
既有私募股
权类跨境投资，
也有生产贸易型跨境投资，
还有高科技类跨境
投资。为何企业都会选择从上海自贸区
“出海”
？从沪上民营
制药企业——腾瑞制药的经历或许能够窥得一二。
此前，腾瑞制药拟收购一家西方药企在海外的厂房及生
产线。根据竞标合同，收购款必须在合同签署后的 10 个工作
日内划至境外。然而，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
不仅需经过多部门
审批，流程至少需要 2 个月，获批后企业还要到相关部门办理
直接投资外汇登记。流程过长，
时间耽误，
收购方案几乎流产。
上 海 自 贸 区 对 外 投 资 便 利 化 政 策 的 出 台 可 谓“ 及 时
雨”。该政策允许区内企业对外投资从审批制改为备案制。
腾瑞制药通过设立在上海自贸区的主体——瑞垦投资向自
贸区管委会提交相关材料，在短短 5 个交易日内即完成了境
外投资备案申报，银行据此为其开立自由贸易账户，最终在
合同限定期限内，
将对外投资资金成功汇往境外。
除境外投资实行备案制外，
上海自贸区购汇便利政策、
优
势，
以及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搭建的自由贸易账户（FT）体系，
也
都是吸引企业在区内设立跨境并购平台时考虑的重要因素。
尤其是 FT 账户体系的出现，
进一步便利了资金境外划转的通
道，
还能为
“走出去”
的企业提供低成本境外资金支持。
“我国跨境并购市场正发生两个转变：一是由资本输入
国成为资本输出国，二是由‘世界工厂’变成‘世界市场’。”弘
毅投资总裁、联想控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赵令欢表示，拥
有多项制度和政策优势的上海自贸区，成为了中国企业跨出
国门的承载地，
也是这两大转变的真实写照。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自贸区已成立了境外投资服务联
盟，
进一步助力我国企业
“走出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