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1版）去年12月30日，沪东新村街道江南山水

菜场率先开设了001号平价菜柜，我到现场作了调研，平

价菜柜大概25平方米，菜价大概是周边的八折，深受周边

居民群众的欢迎，有些居民特地从很远地方赶来买菜，菜

柜日均销售量达1200斤。

随着002号、003号……平价菜柜越开越多，“鲶鱼效

应”也越来越明显，菜市场的菜价开始进入良性循环，起

到了让菜价回归公益、让老百姓得到实惠的效果。虽然

每一个菜柜开得并不容易，但受老百姓欢迎和肯定，就坚

定了我继续推广平价菜柜的决心，到6月底，新区的平价

菜柜完成选址104个、开设83个。保持定力，久久为功，为

民实事就一定能做好。

一个数字，也是安全

前段时间，我到潍坊新村街道安全检查，走进一栋老

旧小区的高层，楼道里有些破旧，楼梯间堆满杂物，消防

安全隐患很大。就要下楼离开的时候，我突然闪过一个

纪录片里看过的镜头：一场大火，消防员冲进大楼，发现

楼梯间没有楼层标识，为了让后来的消防员明确定位，他

用烧焦的木块写下了几个数字。我们平时容易忽略的这

个数字，在关键时候却是救命的。我抬头一看，这里的楼

梯间没有任何楼层标识！

当即我要求区建交委抓紧摸清情况、牵头整改，经过

全面排摸，新区现有高层建筑的住宅小区共计 945 个，

7670栋，14295个门牌号。经排查，存在消防通道楼层标

识缺失的小区73个，占总数的7.7%；涉及门牌号902个，

占总数的6.3%。实际上，市消防部门2015年就对消防通

道楼层标识设置的位置、样式、颜色、规格等，作了明确规

定，6月底这些小区按照行业标准全部整改到位。

一条小河，也是责任

去年以来，我们在中小河道整治上花了很大功夫，所

以平时外出，我对河道都格外留意。一次外出调研经长

青路，从车里看出去，一条小河，几人垂钓，河边青青绿地

却停着几部车，旁边就是一家汽修店，洗车的油污水直排

河中。发现这种毁坏绿地、污染河道的现象，我当即通知

城管部门去查处，后来反馈已经责令停止营业并完成整

改了。

过了几周，我还是不放心，周末一个人实地去走了一

遍，果然这家店又开业了，毁绿及污染问题依然如初。我

们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整治河道，但水清岸洁要靠

长效维护，我们的河长在哪里？责任在哪里？我立刻要

求部门和镇一起严查责任、综合整治。原来这条“小河”

属于不在名录的微小水体，属于企业未移交管养的绿地

的一部分，没有实现责任的全覆盖。我责令有关部门落

实管养责任和长效管理机制，坚决防止回潮反复。

目前，汽修店已停业整顿，绿地周边加装了护栏，非

法垂钓设施已清除，周边群众又可以在此散步休闲。城

市管理，不在一时一处，注重长效长远，才能取得实实在

在的效果。浦东的大小河流1.2万多条，加上水体超过了

1.6万多条，只有压实责任，善于发现，坚决整治，我们才能

给老百姓创造一个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的宜居家园。

大调研：民生期盼，就要“小题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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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障措施方面，建立市领导牵头推

进的工作机制，结合上海特色加强开放载

体建设，鼓励自贸试验区进一步解放思想、

勇于开拓，高质量加快落实各项开放举措，

做好开放与改革的系统集成。同时，支持

各区结合区域条件和上海品牌建设，在重

点领域深化开放，打造特色标识，形成“一

区一品”布局，发挥集聚效应。上海还将加

强政策扶持，聚焦扩大开放重点任务和重

点项目，统筹运用好规划、财政、人才等各

类支持政策，为开放型经济发展和各项开

放举措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在打造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高地、加强

商标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相关部门将推出更

多举措。同时，证监会、上交所目前正按照年

内开通“沪伦通”的安排抓紧准备和推进。

在新起点上
全方位扩大开放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新一年

“新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报告

昨日在浦东发布。记者从发布会上

获悉，全球国际金融中心最新版图揭

晓，伦敦首次超越纽约问鼎榜首，香

港取代东京进入三强，上海保持第

五。值得一提的是，在成长发展维度

方面，上海连续八年排名第一，堪称

全球最具成长活力的金融中心。

前十中国占三席

全球金融中心前十强中，中国占

据三席，香港挺进三强，上海保持第

五，北京位列第十。报告认为，中国

对亚洲乃至全球金融格局作用日益

凸显，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注

入了高质量的经济活力，为全球金融

体制完善与金融市场发展贡献了重

要力量。

其中，香港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

成为链接全球要素市场的关键纽带，

香港金融业占 GDP的比重居全球之

首，2017 年港股总市值达 GDP 的十

倍；上海目前已聚集了股票、债券、期

货、货币、外汇、黄金、保险等各类金

融要素市场，2017年金融市场交易总

额达 1428 万亿元，直接融资总额 7.6
万亿元，占中国直接融资总额的 85%
以上。

在成长发展维度方面，不仅上

海连续半年排名第一，香港排名也

上升至第二位，北京和深圳也跻身

前十。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指数

中心高级研究员杨瑞表示，全球金

融中心增长极正逐渐向中国等新兴

经济体转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

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稳步推进，香港

在市场成长领域大踏步提高；上海

因为科创中心和自贸试验区建设，

金融发展和科技创新水平进一步提

升。”

在杨瑞看来，全球金融中心整体

呈现了从西方到东方的趋势，“2017
年亚洲地区的金融市场中心地位持

续提高，五座城市进入前十位。”

上海金融业景气指数向好

同步发布的上海金融景气指数

显示，2017 年，上海金融景气指数达

5399 点，较 2016 年末增长 432 点，增

幅为8.7%，显示出2017年上海金融业

景气程度较好。

指数显示，2006 年到 2017 年，上

海金融景气指数都保持稳健上升发

展态势，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16.6%，高

于上海市GDP年复合增速 10%，进一

步巩固了以金融市场体系为核心的

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东方证券首席

经济学家邵宇认为，上海金融景气指

数在金融国际化、金融市场、金融创

新三个方面具有突出表现，上海应瞄

准到 2020 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

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

金融中心的目标，在人民币国际化和

资本账户开放方面加大力度，在金融

支持实体经济方面增强能力。

在我国新一轮金融业对外开放政

策发布后，上海已梳理出两批共计23个
开放项目，上报给国家金融管理部门，

部分已落地，下半年争取再推出一至两

批开放项目。而在上海最新发布的“扩

大开放100条”行动方案中，有32条涉

及金融领域，这将以更大力度的开放合

作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

“由于中国对外商放开了支付牌

照，目前很多发达国家都想在上海设

立机构，开展跨境支付业务。”在发布

会上，上海金融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

长季文冠举例称。

就如何进一步提升上海金融营

商环境，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华东

金融服务业主管合伙人范里鸿建议，

首先要推进自贸区作为试验田开展

金融改革创新，加快建设面向国际的

金融市场，“同时，进一步提升金融市

场的流通性，扩大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的国际影响力，包括支持外资企业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推进包括

‘沪伦通’在内的金融创新，进一步推

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等。”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7月 10日，中国东方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宣布重大资本项目，将向均瑶集团及吉祥航

空合计发行不超过1342465753A股、向吉祥航空及/或其

指定的控股子公司发行不超过 517677777H 股、向中国

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发行不超过273972602A股。

这意味着，在过去两年分别引入达美和携程后，东航

又一次迎来了新的投资伙伴。据东航介绍，此次引入的

两家战略投资者，一家来自民营资本和同业伙伴，一家来

自国有资本，体现了国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的相互融合，

不仅放大了国有资本功能，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同时

为推动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奠

定了良好基础。本次资本项目的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引

进B787、A350等先进机型，以扩大东航机队规模、优化机

队结构，增强主营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东航和均瑶

集团总部均位于上海，都以航空运输服务为主业，双方的

合作具备良好条件。双方以资本为纽带，结成战略合作

关系，未来将释放出更多的合作成效，包括带动各业务领

域的合作，提升运营效率，完善航线网络，更好地服务旅

客和满足社会公众的出行需求，同时也为上海建设“五个

中心”、打响“四大品牌”贡献力量。

据悉，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是受国务院国资

委委托，中国诚通集团牵头发起成立，多家央企参与设

立的基金公司，立足和服务于央企改革，支持国有骨干

企业优化产业布局、加快转型升级、提升国际化经营能

力等。

据了解，本次资本项目还需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程

序，获得国资委、民航局、证监会核准，以及满足一定的

市场条件才能最终实施。

昨日，第二十四届上海国际加工包装
展（ProPak China 2018）在上海新国际博
览中心开幕。本届展会总面积超过4.5万
平方米，海内外参展企业总数达680家，其
中来自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
丹麦、日本、韩国等25个国家的参展商占
总参展商20%以上。展会上，德沃包装、
梅特勒-托利多、德国库卡、新松、华联、创
兆宝、大和、富士、迈威、欧朔、人和、人天、
石田、松本等加工包装行业领军企业带来
了包装机械、食品加工、包装材料和容器、
工业机器人等方面的最新产品与科技，为
食品、饮料、乳品、日化、制药、健康等行业
提供一站式加工及包装解决方案。

图为国际展区内，某包装品牌展商正

在介绍产品线情况。

□见习记者 郑峰 摄影报道

全球国际金融中心最新版图揭晓
上海堪称全球最具成长活力的金融中心

东航引进
两家战略投资者

上海国际加工
包装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昨天上午

9 时，黄浦江上一声悠长的汽笛声拉

开了航海日庆祝活动的大幕。船舶挂

满旗、舰船开放参观，航运博物馆免费

开放，“200711”邮编发布……，上海以

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第十四个中国

“航海日”。这也是时隔12年后，上海

再次成为中国“航海日”的主会场。

除了庆祝活动，以“上海航运，服

务全球”为主题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

建设”论坛也于当天举行。记者获悉，

为优化完善上海枢纽港集疏运体系，

铁路进外高桥港区、浦东综合交通枢

纽规划编制等多项措施正加快推进。

未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品牌建设

重点着力“服务”，着眼“全球”，到

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航运资源高

度集聚、航运服务功能健全、航运市场

环境优良、现代物流服务高效，具有全

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

心。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副主任蔡军表

示，为优化完善枢纽港集疏运体系，将

推进南槽航道治理一期工程，推动长

江口大型船舶超宽交会常态化运行。

推动江海直达运输，加强船员培训和

安全监管。推进外高桥内河港区一期

工程项目和大芦线二期等内河高等级

航道建设。推进沪通铁路南通至安亭

段建设，力争沪通铁路太仓至四团段

开工，推进铁路进外高桥港区。优化

完善外高桥港区周边路网，建设郊环

北部越江通道工程，建设临港集卡服

务中心。加快浦东综合交通枢纽规划

编制，推进轨道交通引入浦东综合交

通枢纽，并加快机场联络线前期工作，

完成轨道交通二号线东延伸改造工

程，完善机场周边路网。

根据《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2018-2020）》，上海将大

幅提升航运服务能级，提高现代航运

服务业对外辐射能力和国际化水平，

基本建成国际航运服务中心，集聚航

运服务全要素。同时，全面增强航运

创新能力，通过深化航运制度创新，对

标国际贸易便利化最高标准，口岸综

合效率和营商环境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通过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智能

化等新技术应用，实现航运产业转型

发展。枢纽港建设也将与城市发展相

协调，实现能源清洁、能耗节约、污染

物受控、土地岸线资源集约利用。

第十四个中国“航海日”庆祝活动举行

上海优化完善枢纽港集疏运体系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昨天，

为期 33 天的第四届“上海临港海

洋节”落下帷幕。闭幕式上，展示

了“国家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

区”工作的阶段性成果。

基于临港在海洋科技和产业

集聚等方面的创新发展，2017年浦

东新区正式获批成为“国家海洋经

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区”。7月4日，

由浦东多家涉海企业申报的 14个

项目通过国家海洋局督导组的中

期督导，成为浦东新区国家海洋经

济创新发展示范项目。今后，这批

项目将获得资金、人才政策等方面

的支持，实现一批海洋前瞻技术和

先导技术的成果转化落地，带动临

港和全市海洋经济创新发展。

闭幕式上，宏华集团香港泰科

公司、上海崇和船舶重工装备有限

公司作为示范项目单位代表，进行

项目阶段性成果展示。

上海崇和船舶重工装备有限

公司的“南极磷虾获取-冷冻-脱

壳全套智能加工设备关键技术转

化及产业化开发”项目是 14 个示

范项目之一。崇和重工联合中国

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

究所，在陆基脱壳设备的基础上，

对相关技术进行升级改造，研制出

智能化船载脱壳虾肉设备，并完成

船上加工生产线工艺及布局设

计。首台套该型装备将于今年 8
月交付，并在年底搭载上船，于

2019年初赴南极开展生产。船载

南极磷虾脱壳虾肉加工生产线为

国内首创，填补了我国在专业化南

极磷虾船载加工装备研制领域的

空白。上海崇和船舶重工装备有

限公司总经理王志说：“临港地区

海洋高新产业集聚，自 2012 年落

户临港以来，公司在产、学、研各方

面与高校、相关企业等展开合作交

流，受益良多。”

昨天，第二届上海海洋智能装

备高峰论坛在滴水湖畔举行，一批

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海洋观测、

海洋遥感前沿技术等科技与产业，

展开交流研讨。

此外，海洋智能装备展示会同

期举行，上海大学、上海海事大学、

交通部东海救助局、上海遨拓深水

装备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等科研院

所及企业参与展示会，开展无人海

洋装备展示活动。

第四届上海临港海洋节圆满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