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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食药监局和浦东新区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浦东将率先建成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区
本报讯 （记者 黄静）昨天上午，上海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浦东新区人民
政府签署食品药品安全战略合作协议。
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祖
亮，上海市副市长许昆林，上海市政府副
秘书长、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杭迎
伟，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顾金山，上海市
市场监管工作党委书记阎祖强，上海市食
药监局局长杨劲松、副局长肖泽萍，浦东
新区区委常委、副区长陆方舟出席签约仪
式。杨劲松和杭迎伟分别代表市食药监
局和浦东新区签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努力当好改革
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着力在深
化自贸试验区改革和推进科创中心建设
上有新作为，各项工作最根本的是让人民

群众拥有更好的生活。食品药品安全事
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重大
的民生和公共安全的问题，也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党中央国
务院对实施国家食品安全战略提出了一
系列重要决策部署，提出了食品安全“四
个最严”和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要
求。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坚持问题
导向、目标导向，以全面建成市民满意的
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目标，把市民群众反
映的突出问题作为工作重点，不断提升市
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许昆林表示，市食药监局与浦东新区
政府就食品药品安全开展战略合作，将食
品药品、医疗器械审批制度改革等在浦东
新区先行先试，大力实施食品安全战略，
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区，全面推进
智慧监管和科学监管，这是充分发挥浦东
新区开放和创新融为一体的综合改革试
验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风险压力测试
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先行区作用的重

要体现；是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全面深化自
贸区改革开放方案、服务上海自贸区建
设、积极参与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
中心建设、推进自贸区食品药品监管改革
的重要举措；是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和社
会治理创新，提升浦东新区食品药品安全
监管能力和水平，提升食品药品、医疗器
械、化妆品质量的重要举措。希望双方借
此机会，充分发挥浦东新区食品药品监管
专业优势和自贸区、科创中心区位政策优
势，紧密合作、加强沟通，在完善食品药品
监管体制上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为全
市乃至全国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试
点经验。
杭迎伟表示，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在市食药监局有力指导
下，浦东积极探索符合特大型城区特点
的食品药品安全治理新路径，各项工作
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当前，浦东正加快
推进自贸试验区和科创中心建设两大国
家战略，此次战略合作是在全面深化改

革向纵深推进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是上
海市级职能部门与浦东地方政府共促改
革发展的又一重大举措。主要目的是贯
彻中共中央“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和食
品药品监管“四个最严”的总体要求，结
合上海建立完善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
战略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要
求，进一步促进自贸试验区和张江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推进打造“开放、
创新、高品质”浦东。
杭迎伟指出，协议的内容丰富、操作
性强，既有工作机制的构建，又有监管措
施的创新，浦东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推进
双方深度合作，全面落实战略合作协议的
各项目标任务。浦东将重点推进三方面
的工作：一是率先建成市民满意的食品安
全城区。确保食品药品安全是一项重大
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市委市政府始终
把这项工作作为补短板、惠民生的头等大
事来抓，浦东新区将按照“四个最严”的要
求，全面落实食品安全条例，加快建设市

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区。二是大力促进
食品药品产业健康发展，聚焦自贸试验区
和科创中心建设，科学处理好严格监管和
改革创新之间的关系，围绕战略合作协议
明确的改革任务，在市食药监局的指导和
帮助下，认真开展调查研究，组织实施跟
踪评估等工作，确保相关改革举措落地见
效。比如进一步深化药品上市许可持有
人制度试点，建立健全张江风险保障基金
运作机制，推进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改革
试点在浦东先行先试。三是积极探索食
品药品监管方式方法创新。食品药品监
管工作点多、线长、面广，新情况新问题层
出不穷，浦东将积极探索食品药品监管方
式方法创新，努力构建以智慧监管和科学
监管为基础的现代化监管体系，包括深入
推进食品安全信息追溯体系的建设，依托
信息化大数据手段，深化网络监管、信用
监管等，不断提升食品药品监管的能力和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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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
”新场版亮相
近日，
“符号上海—上海风貌保护道路文化之旅系列展览”在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开展，向观众展示了上海 64 条“永不拓宽”道路的魅力。此次展出的
作品有工艺美术大师李守白全新创作的 64 幅海派纸雕作品；
64 篇道路沿革的历史溯源；
64 组道路新老照片的影像对比等。其中，
一幅 16 米×2.2 米，
以新媒
体动画形式演绎的巨幅新场古镇版
“清明上河图”
尤为引人注目，
观众纷纷被其精致的细节、
新颖的展示形式所打动。有观众在现场表示，
观赏完这幅作品后
对新场十分向往，
一定会带家人一起去实地欣赏下古镇美景。 图为两位观众在新场古镇版
“清明上河图”
前驻足欣赏。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影报道

聚焦金融热点 专家学者
“论道”
陆家嘴

浦东将探索金融创新与监管有效结合
超过 1.1 万家，基本形成了包含银、
证、保、债、信在内的完整金融市场
体系。2016 年，新区实现金融业增
加值 2399 亿元，同比增长 13.4%，金
融业增加值占全市比重为 50.4%，
占
新区 GDP 的比重是 27.5%。
随着自贸区金融开放创新以及
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加快，金融业
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新
挑战，比如不断涌现的金融新业态
对地方政府的属地监管和金融服务
提出了更高要求；新一代信息技术
的发展和应用促进金融与科技全面
融合，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
也带来了问题和风险隐患。
如何完善金融发展环境，强化
监管和防范风险，促进金融持续健

本报讯 （记者 张淑贤）昨天下
午，
“第二届长三角金融科技高层对
话暨新华网思客陆家嘴峰会”在浦
东举行。峰会以“监管新格局、发展
新动能”为主题，契合当前经济热
点，深入探讨如何贯彻全国金融工
作会议精神，引领金融科技行业合
规、健康发展。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
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杭迎伟在致辞
中表示，浦东新区鼓励传统金融机
构充分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
能等技术提高竞争力，欢迎新金融
业态在浦东聚集。
目前，金融业已成为浦东第一
大产业。数据显示，新区集聚的监
管类金融机构 984 家，
各类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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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发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是金
融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杭迎伟
表示，
“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的核心功能区，浦东将积极落实全
国金融工作会议的精神，更加注重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有效结合：一
方面加强金融中心与科创中心的联
动发展，通过陆家嘴金融城与张江
科学城的‘双城辉映’，促进科技与
金融和谐发展，为科技插上金融的
翅膀，给金融加上科技的助推器；另
一方面，积极配合金融监管部门做
好新形势下金融风险管控，当前浦
东正在探索金融稳定发展的长效机
制，包括与上海市金融主管部门协
同进行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
建立金融监管服务平台、制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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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企业准入正面清单，坚决守住不
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
线，为金融业营造合规、有序、健康
的发展环境。”
“思客陆家嘴讲堂”在峰会期间
正式启动，该平台将聚焦金融发展，
为社会各界搭建一个献策金融改革
和发展的平台。据悉，思客是新华
网传播思想力的高端智库舆情研究
中心，是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来自全国各地的 7 位知
名经济学家，包括银监会原副主席、
北方新金融研究院院长蔡鄂生，北
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北
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
等，就金融科技如何破局和发展发
表主旨演讲，
并参加圆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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