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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烁 浦东报道

外环外的三林区域，正在经历一场大

规模的环境综合整治，整治后的这一区

域，正是三林镇释放潜力，描画新蓝图的

空间。

日前闭幕的三林镇四届一次党代会，

回顾了过去 5年的发展，又分析了如今面

临的新机遇，其中环境综合整治即是首要

的一个机遇。站在又一个 5年的起点上，

三林镇希望借助环境综合整治、特色小镇

建设等农村地区发展，以及生态环境建设

三大开发机遇，继续朝着“经济强镇、文化

名镇、都市重镇”稳步前进。

综合整治腾出新空间

沿着上南路一路向南，由林礼路、陈

行公路、林恒路组成的一个三角地带，是

三林镇天花庵村。穿过村子的陈行公路

两侧，有大量的一块块拆除后的废墟空

地。这些空地，是三林镇今年启动的外环

外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的阶段性成果。

三林镇外环外环境综合整治涉及到9
个村和 1个居委会，从 3月开始启动，至 8
月底，不到半年时间，三林镇已提前完成

了今年全年130万平方米整治任务量。

在最新一期的整治工作简报中，列出

了三林镇外环外环境综合整治的最新进

展：截至10月14日，已签约点位967个，签

约面积 251万平方米，签约率 99.8%；整治

点位707个，整治面积近155万平方米，整

治率119%。

外环外综合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果的

同时，中环内整治和城中村改造也已启

动。据了解，三林镇中环内待整治区域包

含恒大市场和三民村、胡巷村、东明村、联

丰村等四个村，并计划在明年 6月底完成

整治。城中村改造项目中，目前已通过认

定的有 4个，分别是中林村、金光村、三林

楔形绿地，以及与北蔡镇联合实施的东明

村，天花庵村地块正在申报。

事实上，在此前的5年内，各改造建设

项目中，全镇已合计完成 27个动迁项目，

共3399户居民和932家企业动迁。

“以‘五违’整治为重点的外环外区

域整治正势如破竹、迅猛挺进，中环内整

治也已启动，整治后‘拆’出的新空间，可

以描绘更加壮美的新画卷，拓展科学发

展的新天地。”镇党代会的党委工作报告

中，明确点出了三林镇发展所面临的这

个机遇。

特色小镇带动农村发展

新空间的到来显得恰逢其时。在经

过了“十二五”的发展后，三林镇沉淀积

累，正等待厚积薄发。

据了解，5年来，三林镇各业总收入从

2011年的 335亿元，增至 2015年的 422亿

元，税收收入从2011年的20亿元，上升至

2015年的 52.14亿元，远超第三届党代会

提出的30亿元目标任务。

在此情况下，“来自于市区两级政府

及社会各界对三林农村区域发展的鼎力

支持”，被三林镇认为是接下来发展的第

二个机遇。其中，位于三林镇环外西侧的

临江村等区域成功列入上海市“特色小

镇”试点，规划建设“筠溪小镇”，成为三林

农村区域发展的代表性项目。

走进如今的临江村，也有着大片刚拆

迁过的空地，尘土飞扬，但在不久的将来，

这里就将变身现代时尚的“筠溪小镇”。

根据《浦东新区三林外环地区生态专

项规划》，整个小镇区域由黄浦江岸线、浦

星公路、环南二大道和南边的浦东新区区

界围合而成，总面积 238公顷。未来的功

能定位，是将在黄浦江沿线打造一个高绿

化率和高密度水系、融合传承和现代的特

色小镇，体现文化传承性，融合上海、浦

东、三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人文文化

传承到建筑、水系和绿化的整体建设中

去。

“环外区域整治后多个建设项目将陆

续跟进，成为推动三林镇又好又快发展的

巨大引擎。”三林镇党委工作报告中如此

总结。

生态环境建设推进开发

“上海自贸试验区和科创中心建设、

滨江地区开发和以三林楔形绿地为代表

的区域生态环境建设的巨大辐射”，成为

三林镇的第三个发展机遇。在三林镇党

委政府看来，随着黄浦江自北向南的逐段

开发，生态环境项目的加速启动，加上日

益便捷的区域交通，三林的区位优势更加

凸显，成为浦东的又一方开发建设热土。

三林楔形绿地项目，是上海市城市总

体规划确定的中心城区八片楔形绿地之

一，也是全市36个“城中村”地块改造项目

之一。

有了这块绿地，三林镇的居民将在家

门口拥有一块超大“绿肺”。这也印证了

三林镇党委政府一以贯之的理念：推进

“三镇”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造福

三林人民。

其实，在过去的 5年，众多民生服务、

社区自治、文化建设等，已给三林居民带

来了实惠。比如，疏浚了16条镇级河道和

一大批村宅河道，实施惠及38万平方米居

民区的雨污水治理和13644户二次供水改

造项目，实事工程资金5年翻了3倍；创建

了“乐妈园”“城林心家”等35个自治项目；

推进三林老街开发建设，努力提升老街整

体形象等。

而在接下来的 5 年，在保持经济持

续发展的同时，三林镇还提出了要使三

林镇“城镇面貌大变样，宜居又生态”。

三林镇党委书记王晓杰表示：“未来的 5
年，将是三林城镇面貌焕然一新的 5 年，

是三林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 5 年，

更是三林人民群众‘获得感’加快提升

的 5年！”

■本报记者 吴燕 浦东报道

“东海边，浦江地，居我进才于其中。

汇四海学子，聚五洲英才，唯有志在兴中

华……”10月 16日，上海市进才中学在校

内隆重举行 20 周年校庆庆典，历届进才

人、来自两岸的教育界人士及嘉宾等在

“妙凤坪”同唱《进才中学校歌》，庆祝这一

时刻。

由台北叶氏家族无偿捐建的进才中

学，1996年在浦东陆家嘴地区落成。作为

20世纪 90年代上海第一所现代化寄宿制

高中，进才中学出现在浦东的版图上，不

仅是上海致力于建设高标准、现代化寄宿

制高中的典范，也是浦东教育走向现代化

的一大标志。

创建20年来，进才人抓住了示范性高

中创建、上海二期课程改革、特色高中建

设与创新人才培养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机

遇，结合自身特点，用自己的智慧、创新、

心血和行动，谱写了进才办学的史篇。凭

借着独特的办学思想、品质优异的教育成

果，进才在海内外声名鹊起。2001年，学

校成立国际部和基础研究部，2003年成为

AFS（国际文化交流组织）项目学校，2005
年2月被市教委首批命名为上海市实验性

示范性高中，2006 年得到国际文凭组织

IBMYP 的授权，2011 年荣获全国文明单

位，2015年得到国际文凭组织 IBDP的授

权，2015 年正式成立了由 17 个单位组成

的上海市进才教育集团。

校长赵国弟介绍，过去 20年中，围绕

“谦谦君子，大家闺秀”的育人目标，学校

持续推动教育改革与创新。从推出“校本

课程制、免修制、选修制、预修制、学分制”

及学生“三院”、“自主管理”等办学创新举

措，到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和国际性学校的

建设，推动现代学校建设的战略转变；从

“让每位学生获得发展机会，让每位教师

体验教育的乐趣；让每个家长分享成功的

喜悦”，到以“科艺”课程体系建设为核心，

全面推进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培

养。“这些都可以看出进才人的教育创新

与实践中追求高品质的精神。”赵国弟表

示。

20周年校庆之际，校方还独具匠心地

组织了历史回顾和学术交流的相关活

动。10月 14日，学校举行《两岸同胞共同

文化追求的见证——上海市进才中学口

述历史》一书首发式，这本由18组校中人、

事中人共同参与编写的书籍，以“口述历

史”的方式立体呈现了进才中学创建、创

办、成长和发展的历程。当天，位于中央

大楼 5 楼的“进才中学展示厅”也同期揭

幕。10月 15日，学校举办“全国名师公开

课暨进才教育集团首届学术节”，来自全

国的数十位知名高中教师和教学专家公

开教学、论道课堂。

浦东新区区委常委金梅、上海市台

办副主任王立新、上海市教委副主任贾

炜、浦东新区副区长谢毓敏出席庆典仪

式。

■本报记者 张敏 通讯员 陈卫锋

昨天，由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

判庭指导、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与

上海市法学会共同主办、同济大学法学

院（知识产权学院）协办的第四届“东方

法治论坛”召开，本次论坛主题为“聚焦

‘一带一路’建设，服务保障自贸区发

展”。

浦东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斌表示，

本次研讨会旨在通过对重大、复杂、新型

法律问题的深度研讨，为推进“一带一

路”战略和自贸试验区建设提供更加坚

强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作为最高法院知产庭自贸区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调研联系点，浦东法院自中

国（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以来，受理各

类涉自贸区知识产权案件4070件，审结

3832 件。会议围绕自贸区知识产权审

判中反映的新、难问题，确定了三个研讨

专题和六个参阅案例，以便与会嘉宾能

够从理论研究与审判实务出发，深入研

讨。

最高法院知产庭审判长夏君丽表

示，本次会议是全国法院在自贸区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领域的首次研讨会和交流

会，具有很强的开拓意义和示范效应。

希望各个法院能够以此为契机，在最高

法院知产庭自贸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调

研联系点的平台上，进一步推进自贸试

验区法院之间的交流和协作，建立起横

向联系机制，扎实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继续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和自贸区

发展。

来自最高法院，全国11个自贸区所

在地的高级法院，北京、上海知识产权法

院，福州中院，上海三中院，上海部分基

层法院的法官代表，以及来自华东政法

大学、同济大学的专家学者、上海海关的

代表，和来自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

质品牌保护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本次会

议。

■本报记者 蔡丽萍 浦东报道

近日，浦东召开第三次农业普查领

导小组扩大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镇按

照时间节点，做好普查员选聘、普查对象

的清查摸底等工作，高质量完成现场登

记及数据处理。

我国第三次农业普查将于 2016 年

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按照统一部署，此

次农业普查将涉及浦东 24个镇、365个

村委会、1500 多家农业生产经营单位、

近30万农户，行业范围包括农作物种植

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

业。农业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16年 12
月 31 日，时期资料为 2016 年度资料，

2017年1月将启动现场调查登记工作。

会上提出，此次普查使用手持智能

终端（PDA）入户访问登记采集数据，对

普查员的技术要求高。相关单位要精心

安排挑选符合条件的人员作为普查员和

普查指导员，并启动各级业务培训，确保

达到规定要求。同时，区、镇两级农业普

查办要组织普查员对普查区范围内的所

有农户和农业经营单位进行清查，确保

农业普查的数据质量。各级农普办要及

早做好相关设备和软件的安装、调试等

工作确保普查数据采集机处理工作按时

完成。

新区第三次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组

长、副区长李泽龙在会上表示，近年来，

浦东农业现代化稳步发展、农村基础设

施不断改善、农民收入不断增加。此次

农业普查将有利于全面反映浦东“三农”

现状，并以此及时、有效地调整完善农业

农村政策。各相关部门、镇要抓好责任

落实，做细普查方案，务必确保普查数据

的真实性、完整性。

■记者 符佳 通讯员 王琦 浦东报道

10月 14日，上海电力学院以一场“大

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为主题的学术报告研讨会，庆祝办学65周

年和本科教育30周年。记者从会上获悉，

该校临港新校区已从去年年底开始全面

开建，目前一二期建设项目均有序推进，

新校区计划于 2018 年 9 月建成启用。上

海电力学院将成为迁入临港大学城的第

五所高校，届时临港大学城的师生规模将

达10万人左右。

上海电力学院伴随着共和国电力事

业发展成长，建校 65年以来，已发展为多

学科协调发展的能源电力类院校，拥有

工、管、理、经、文 5个学科门类、30个全日

制本科专业，拥有 4个一级学科学术型硕

士授权点，涵盖 25个二级学科，拥有 5个

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目前在校生 1.2万

人。

该校副校长封金章介绍，作为华东地

区唯一的能源电力行业高校，上海电力学

院目前有杨浦、浦东惠南两个校区。而临

港大学城的新校区面积为 960亩，规模是

惠南校区的 1倍，一二期投资 26亿，已于

2015年年底开工建设。新校区的设计和

建设以“绿色、智能、低碳、节约、开放、融

合”为特征，力争建设成为理性浪漫的人

文校园，典雅大方、充满电力元素的现代

学府，环境友好以及低碳和节约型校园文

化环境。

“‘十三五’期间，我校将以协同创新

创业为推手，打造上海能源互联网科创中

心，力争建成上海科创中心分中心。”上电

校长李和兴表示，新校区建成后，上电将

优化两个校区的布局结构，临港校区将以

本科、研究生培养为主，杨浦校区则以高

端人才培养为主，预计2020年学生规模达

1.5万人。未来该校将以建成特色鲜明的

高水平电力大学为目标，加快上海新能源

中心、上海市电力安全研发中心、上海智

能电网技术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和上海市

能源电力发展战略智库的建设，依托三中

心加一智库的研究，通过国家大学科技园

进行孵化，再由国家级技术转移中心，实

现成果转化，力争建成上海科创中心的分

中心。

目前，临港大学城已经拥有上海海

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上海电机学院、

上海建桥学院等四所大学。随着 2018年

上海电力学院迁入新址，这座沪上最年

轻的大学城将形成“两海两电一桥”五校

格局，预计师生规模达 10万人，与松江大

学城相当。

图为叶氏家族后人在进才中学参观。 □陈淑珉/摄

在整治后的区域描绘崭新画卷

三大机遇释放三林发展潜力

农业普查领导小组
扩大会议召开

聚焦自贸区热点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研讨会举行

两岸情深二十载 桃李逐梦雅典园
进才中学喜庆建校20周年

上海电力学院临港新校区2018年9月启用
届时临港大学城师生规模将达10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