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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静）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同意上

海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建设19号线、20号线一期、

21号线一期、23号线一期、13号线西延伸线、1号线西延伸线及

机场联络线、嘉闵线、崇明线等 9个项目，规划期为 2018-2023
年。

根据上海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2018-2023年）

显示，上海市城市轨道交通2030年线网总长度约1642公里，其

中地铁线1055公里，市域铁路587公里。2035年线网总长度约

2200公里，其中地铁线1043公里，市域铁路1157公里。近期上

海市公共交通占客运机动化出行量比例达到 50%以上，轨道交

通占公共交通出行量比例为60%。

规划明确了项目建设方案 ，即建设 19号线、20号线一期、

21号线一期、23号线一期、13号线西延伸线、1号线西延伸线 6
条地铁线及机场联络线、嘉闵线、崇明线 3条市域铁路，总长度

286.1公里。项目建成后，形成27条线路、1154公里的轨道交通

网络（含市域铁路342公里）。

其中，涉及浦东区域的线路不少，比如，21号线一期工程自

川沙路站至东靖路站，线路长 28公里，设站 16座，投资 369.56
亿元，项目建设工期为 6年。机场联络线工程自虹桥枢纽至上

海东站，线路长68.6公里，设站9座，投资480.54亿元，项目建设

工期为 6年。19号线工程自虹建路站至宝杨路站，线路长 44.5
公里，设站32座，投资605.24亿元，项目建设工期为6年。崇明

线工程自金吉路站至裕安路站，线路长 44.6公里，设站 8座，投

资264.26亿元，项目建设工期为5年。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昨日上午，上海浦东软件园三林

园正式开园，成为浦东软件园继郭守

敬园、祖冲之园、昆山园、三林世博

园之后投入运营的第五大园区。

该园区已被列入上海市重大产

业项目，同时也是浦东三林镇产业

升级龙头项目、浦东软件园战略布

局重点项目，总规划面积 50万平方

米，总投资50亿元，整体建成后将吸

引超过200家科技企业入驻，年营业

收入超过200亿元，将成为上海市软

件和信息服务业新的产业基地及集

聚区。

浦东软件产业升
级“新引擎”

上海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多年来

始终保持两位数增长，增加值占全

市生产总值比重超过 7%，已经成为

上海的支柱产业之一。去年软件和

信息服务业税收贡献增长30.9%，占

全市税收比重逐年增加。市经信委

数据显示：今年前十个月，上海软件

和 信 息 服 务 业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7318.61 亿元，其中软件业 4122.06
亿元，增长11.4%。

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傅新华透

露，目前全市重点培育的软件和信

息服务产业基地已有 41个，集聚了

全市60%的经营收入和77%的企业，

体现了集聚优势，成为产业发展主

阵地。

作为“部市合作”项目、全国最

早的软件园区之一，成立于 1992年

的上海浦东软件园在推动上海、浦

东的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发展的过程

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三林园的建设落成，将进一步发挥

浦东软件园产业带头人的作用，通

过拓展更多的软件产业承载空间，

进一步彰显软件园区的示范效应、

优化生态链条，推动软件产业转型

升级，促进区域资源优化配置，形成

发展新动能。

三林园位于浦东新区三林镇懿

德地区，该板块处于整个上海版图

的中心腹地，距离前滩仅5公里。

在上海浦东软件园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张素龙看来，这是浦

东区域内一个难得的、完整的产业

集中区块，而浦软公司也将在这里

全面复制浦软20多年的产业积累和

园区运营经验，“三林园将是浦软园

区的升级版，我们遇到的坑和跨过

的坎，都会在这里‘填平’，集合浦软

各个优势板块，再造一个软件与信

息化的新基地，推动软件行业培育

新的增长点。”张素龙说。

据悉，三林园拥有共享办公、孵

化器、加速器、大平层、小独栋、高层

研发楼等企业成长空间全产品线，

并配备健身、餐饮、便利店、会议中

心等配套设施。同时，也将是浦软

智慧园区建设的最佳实践和样板，

智慧空间、智慧运营、智慧服务三大

平台将并驾齐驱，与浦软各个园区

形成一个可资源互换、共同成长的

社区，不同园区的企业和员工将能

够进行线上线下的全方位互动，共

享浦软大平台上的各类产业和服务

资源。

国产基础软硬件
公共服务平台落地

开园仪式上，三林园与中国电

信、中国银行、上海软件产业促进中

心、优刻得、晨晖创投、HRMAC人

力资源管理者公社等 6家单位进行

了园区服务战略合作签约，与6家代

表企业进行了意向入驻集中签约。

首家入驻企业——游乐圈圈公

司人力资源总监赵依娜表示，看重的

就是浦软专业化的服务和平台资源。

昨天，又一项重磅平台——“国

产基础软硬件公共服务平台”宣告

落地三林园。该平台在上海市经信

委指导下，由上海软件产业促进中

心、上海浦东软件园等单位联合发

起建立，将建成国产化应用和技术

成果的交流展示基地、培训咨询基

地、业务协同基地，形成多方参与共

建、共享、集中服务的模式。

傅新华认为，浦软是上海软件

与信息服务业的重要载体，具有示

范效应，此次平台落地三林园，将有

效解决目前国产化应用过程中的信

息孤立和重复工作等问题。

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作为传统

产业和互联网产业融合发展的助推

器，已成为浦东新区建设上海科创

中心核心功能区的重要引擎、产业

转型升级的主要抓手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核心板块。

浦东新区科经委数据显示：

2018年前三季度，新区软件和信息

服务业实现经营收入 2587.7亿元，

同比增加12.9%；全年预计实现营收

3500亿元，同比增加 13%。浦东现

有 5000 多家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

业，绝大多数聚集在各个产业基地

中。

在三林园开园仪式上，由浦东

新区科经委指导，上海浦东软件园、

万香国际创新港、陆家嘴软件园、临

港软件园、中国移动互联网视听产

业基地和浦东信息化推进中心 6家

单位共同发起成立的产业性联盟浦

东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园区基地联盟

正式揭牌。

浦东新区科经委副主任周征宇

表示，联盟将成为政府的智囊团、成

员单位的代言人，在软件产业+园区

服务+创新创业领域开展探索，推动

浦东提升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

业中的地位，形成浦东独特的国际

竞争力。

本报讯（记者 洪浣宁）12月 18日，市委常委、区委书记翁

祖亮赴高桥地区调研并走访企业，了解高桥地区港口建设、园

区发展、产业转型、交通配套、生态保护、城镇更新、企业服务等

方面的情况。翁祖亮强调，要充分发挥自贸区制度创新优势和

高桥地区区位优势，进一步优化高桥地区规划布局，促进自贸

区保税片区加快产业升级和功能提升；要以有求必应、无事不

扰的态度服务好各类所有制企业，深入倾听企业需求，帮助企

业解决困难并助推企业做大做强。

当天，区领导一行首先来到外高桥，登高远眺高桥城区、自

贸区相关区域和黄浦江、长江航道等地，听取高桥区域相关规

划汇报、听取古镇保护、民营经济发展情况汇报。随后区领导

来到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察看规划沙盘并听取巴斯夫亚太

科创园情况介绍，察看和了解企业在新材料研发及应用方面的

情况。

区委常委、副区长姚凯参加调研。

本报讯（记者 黄静）12月 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庆祝改

革开放 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上，受到表彰的

100名改革先锋中有 11名杰出女性代表，彰显了巾帼的榜样力

量。

浦东新区妇联干部职工在收看大会实况直播后表示，改革

开放的潮流中，妇女姐妹们拥有了广阔的舞台，也有了建新功

立新业的平台。在改革再深化、再出发的征程中，浦东新区妇

联将挑起重担和责任，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

的讲话精神，同时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同全国妇联新

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妇女工作

往群众的心里走、实里引、深里去，努力成为党联系群众的得力

助手、妇女群众信赖的温暖之家。特别是要更注重发挥女科技

工作者、女企业家等各行各业在改革开放中走在前列的杰出女

性的引领作用，凝聚浦东270万妇女群众的巾帼智慧，讲好浦东

女性的故事，激励和引领更多女性投身全面深化改革的事业。

浦东新区妇联要在浦东争做排头兵中的排头兵、先行者中的先

行者征程中，引领妇女姐妹自觉听党话、跟党走，发挥好妇女不

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12月18
日，陆家嘴金融城白领文化艺术中

心正式揭幕，将为金融城白领自组

织社团以及文化艺术大师工作室提

供专业场所。同时，为进一步明确

金融城功能性、区域性文化场馆的

定位，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在中心

同步设立“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

中心陆家嘴分中心”。上海文化广

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长滕俊杰

和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王宏舟共同为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

导中心陆家嘴分中心揭牌，为陆家

嘴金融城白领文化艺术中心启动揭

幕装置。

浦东新区文广局局长黄玮为入

驻中心的著名作曲家陈钢的大师工

作室授牌。未来，还将有更多文化艺

术大家名家以设立工作室的形式入

驻中心，发挥各自在文化领域的影响

力和品牌效应，助力浦东和陆家嘴的

区域文化建设。

目前，陆家嘴金融城已成为高

能级产业和金融人才的重要聚集

地，超过 50万名白领在这里工作和

生活。文化和艺术，正是一条纽带，

联结了50万精英的日常工作和业余

生活。在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文

广局）的支持及指导下，经过近 8个

月的设计施工，陆家嘴金融城白领

文化艺术中心项目改建完成。据介

绍，中心将致力于服务金融城区域

公共文化建设，为金融城楼宇业主、

重要机构、从业人员文化活动等提

供阵地和平台；为金融城白领文化

社团日常活动拓展空间；吸引文化

名人、艺术大师以工作室的方式长

期在陆家嘴开展艺术创作。

记者在现场看到，中心 2300
多平方米的三层空间里，设有录

音棚、剧场排练厅、多功能报告厅、

舞蹈排练厅、合唱声乐厅、音乐教

学厅、琴房、会议室等功能性空间，

揭幕后将定期举办大师论坛、文化

艺术沙龙、声乐及舞蹈等艺术专业

讲座等活动，进一步促进金融城公

共文化繁荣发展，推动建设浦东

文化高地，助力打造“上海文化”

品牌。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施晨霞）在日前举行的第二

届全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竞赛中，浦东新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官黄金洪代表上海检察机关参赛，并荣获业务能手称

号。

黄金洪从检13年，曾荣获上海市检察机关第七届未检办案

能手称号、上海市检察机关第六届未检办案能手评选活动未检

业务答辩单项竞赛优秀奖、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记三等功一次等

多项荣誉。

作为未成年刑事检察部的检察官，黄金洪始终坚持在办案

中践行用庄严的法律教育人，用诚挚的帮助挽救人。她说：“在

获得荣誉深感荣幸的同时，也明白其中承载着一份沉甸甸的责

任，对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我们永远在路上。”

浦东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杨玉俊在祝贺黄金洪时表

示，希望她在岗位上继续发挥全国业务能手的示范引领作用，

钻研业务、奋发作为，多办案、办好案，争取在全市乃至全国未

检业务条线上再树浦东检察院品牌。

本报讯（记者 张琪）昨日上

午，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统

战部、“共铸中国心”基金会与东方

医院共同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欢送

会：9名来自阿坝的先心病孩子完

成“补心”手术，即将康复回家。患

儿最大的12岁，最小的只有1岁半，

来自藏族、羌族农牧民家庭。

欢送会上，东方医院院长、心外

科主任刘中民与“共铸中国心”基金

会秘书长侯军阳共同为“上海市东

方医院-共铸中国心先心病患儿救

助基地（上海）”揭牌。今后，会有更

多中国贫困地区的先心病患儿在东

方医院接受慈善手术。

据悉，截至目前，东方医院共募

集善款2000余万元，已为全国22个
省份包括云南、贵州、西藏等地区的

1500多名贫困儿童及成人，实施了

慈善心脏手术，改变了患者及家庭

的命运。

“同心·共铸中国心”是由中央

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家卫健委指

导，中国西藏保护与发展协会、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和北京市红十字基金

会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活动，2008
年由首都医务专家发起，2010年纳

入中央统战部“同心工程”。

浦软第五大园区三林园开园
总投资50亿元 预计年营业收入超200亿元

翁祖亮调研高桥地区

新区妇联：

凝聚巾帼智慧
讲好浦东故事

浦东检察官黄金洪
全国竞赛获殊荣

上海市城市轨道交通
第三期建设规划获批

“共铸中国心”牵手东方医院

阿坝孩子浦东“补心”

陆家嘴金融城白领文化艺术中心揭幕

有温度的金融城再添“文化新丁”

金融城白领舞蹈队在新落成的文化艺术中心舞蹈训练室排练。 □徐网林 摄

昨天的欢送会上，康复的患儿向医生献上哈达。 □本报记者 刘思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