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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
浦东打造开放经济新高地
紧扣三大国家战略 到 2020 年建成国际贸易中心核心功能区
定价中心、信息中心、支付结算中心和展
示交易中心的领先地位。

■本报记者 王延
建设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核心功能区
是浦东最重要的战略使命之一，为了进一
步明确未来几年的工作重点，
《浦东新区
深化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
“十三五”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日前正
式印发。
根据《规划》，到 2020 年，浦东新区将
基本建成以贸易集聚、资源配置和贸易创
新为特征的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核心功能
区，进一步提升人流、物流、商流、资金流、
信息流、能源流的整合能力，树立和强化

引领新一轮对外开放
自贸试验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区三大国
家战略是浦东未来多年迎来的发展机遇，
浦东国际贸易中心核心功能区的建设也
将紧扣上述三大国家战略。
《规划》指出，
“ 十三五”时期，浦东要
聚焦四个领域 12 项重点任务，引领新一轮
对外开放，进一步提升浦东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地位，强化国际合作竞争优势，助力
上海 2020 年基本建成国际贸易中心。
四个领域包括：开放改革引领、价值
链 再 提 升 、贸 易 结 构 升 级 、市 场 体 系 创
新。记者了解到，浦东在国际贸易中心核
心功能区的建设中，将始终坚持开放改革
引领，打造开放经济新高地。所谓开放经
济新高地，就是在建设国家级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区的过程中，浦东将
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拓展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对外，
浦东将带头参与国家新一轮开发
开放，
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全球重要节

点城市建立经贸合作伙伴关系；
发挥国内资
本充裕优势，
与跨国公司合作，
探索采用
“中
资开路（立项、
投资）、
外企配套（技术管理）”
的新模式，
参与
“一带一路”基础建设；
研究
建立贸易调整援助机制，
探索构建开放型经
济环境下的产业安全保护机制。对内，
浦东
则将积极发挥自贸试验区溢出效应，
加强区
域联动，打造长江经济带贸易一体化大通
道；
同时鼓励企业走向内地，
进行梯度转移。

推进组团式 融合式空间布局
为适应现代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要

求，
“ 十三五”时期，浦东将更加注重功能
区块整体规划、强化区域品牌形象建设，
按照“核心圈多板块”组团式、融合式发
展的空间布局，突出自贸试验区的核心
作用，强化中部、南部贸易发展，提升浦
东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
地位。
《规划》称，自贸试验区要努力建设成
为开放度更高、便利化更优的自贸试验园
区，成为整个上海市改革试点和制度创新
的核心，带动上海和浦东贸易水平再上新
台阶。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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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10 日，在西藏阿里观测站，
“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过境（合成照片）。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数据新闻

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墨子号”
提前完成目标

中国量子通信研究达到全面领先优势地位
新华社北京 8 月 10 日电（记者
喻菲）中国完全自主研制的世界上
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
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了千公里级
的星地双向量子通信，在不到一年
的时间内完成了原计划开展两年的
科学实验目标。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说，这
标志着中国量子通信研究在国际上
达到全面领先的优势地位。

据介绍，中国科学家利用“墨子
号”开展的卫星到地面的量子密钥
分发和从地面到卫星的量子隐形传
态，为构建覆盖全球的量子保密通
信网络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和技术基
础，同时向着空间尺度的量子物理
和量子引力的实验探索迈出了第一
步。
中国科学家最新的两项实验成
果 8 月 10 日同时在线发表在国际权

威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这是
“墨子号”科学团队继 6 月 16 日在国
际上率先实现千公里级星地双向量
子纠缠分发和量子力学非定域性检
验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之
后，
取得的另外两项重大突破。
《自 然》杂 志 物 理 科 学 主 编 卡
尔·齐姆勒斯说，这些论文的发表意
味着潘建伟和其研究团队顺利完成
了三项量子实验，这些研究将会是

任何基于卫星构建的全球量子网络
的核心组成部分。
他说，这一系列实验表明，量子
技术已经突破了天空的限制。同时
这也是中国在物理学方面的投入及
努力的证明，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投
入与努力，该研究团队才能够将有
实用的量子通信技术研究提升到如
此高度。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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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建机制 助力江孜脱贫

浦东援藏干部让藏红花绽放雪域高原
在 10 月初开出第一朵花朵。
“这片地球上海拔最高的藏红
花，
将孕育出一个生产鲜花饼、
精油、
口服液等产品的高原产业，
最终带领
江孜人民走向小康之路。”浦东援藏
干部、
江孜县分管农业的副县长陆剑
涛说话时，
被高原阳光晒得黝黑的脸
上露出信心十足的表情。

■本报记者 张琪
藏红花，最早由明代从西域传
入，亦称作番红花或西红花。2017
年盛夏，经过来自浦东的上海市第
八批援藏干部们的努力，第一批在
西藏大规模种植的藏红花种球从泥
土中挖出，进入 2 个月的夏眠，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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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藏红花？
江孜的 8 月正是油菜花盛开的
季节，蓝天白云下，金黄的色块散落
在青稞大片的墨绿中，
衬托得宗山古
堡更加巍峨。
“风景秀丽、牛羊成群，
为什么脱贫却是场攻坚战呢？”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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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 微风

援藏干部、
江孜县委常务副书记王高
安半年时间把全县 19 个乡镇走了两
遍，深入 90 多个村居调研了解情况，
明白了一些：
藏民认为财产是上天的
恩赐，
所以市场经济广泛认可的高价
卖、
低价买的规律在这里不适用。此
外，
一些藏民不适应现代都市快节奏
的工作方式。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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