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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ANG 临港新片区

提振消费 信心 强力释放消费 需求

独特的造型、斑斓的墙
体，就像一个个精致的“盒
子”，最近，在临港夏涟河沿河
两岸，一条摩洛哥风格的彩屋
街引人注目。记者从管理方
获悉，未来这些彩屋将入驻知
名品牌，预计今年底开业。

据了解，彩屋商业街的定
位是超酷文化、夜市文化，将
引进台湾文创美食啤酒节等，
吸引小资青年、文艺女青年、
滑板少年、网红博主等各路时
尚潮人来此打卡。图为空中

俯看“彩屋”。

□瞿峰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陈烁）有风景、

有购物，有音乐、有快乐，还有儿童

主题乐园、啤酒与小龙虾……本周

末，“乐樂市集”将在滴水湖畔开

启，并将在此后的每个周末和节假

日举办，为滴水湖畔带来更多的烟

火气。

据悉，“乐樂市集”位于滴水湖

地铁站商业出口地下广场及滴水湖

1号码头往北沿湖区域，从6月开始，

以后每个周末举办，第一个周末市

集将在6月6日和7日启动。

现场，将融合市集、儿童游乐、

表演活动、美景打卡等内容，总面

积约 1万平方米，未来将有近 150
家商户加入市集。此外，市集还将

引入各类煎炸、烧烤食品，以及各

种特色小吃。

“乐樂市集”主办方、浩邃（上

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俊

介绍，在滴水湖畔举办市集，是在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的大力支持下，

为滴水湖畔带来更多烟火气和人

气的一个探索。随着夏季来临，市

集还将适时开放滴水湖夜市。

“初步计划夜市在 6月 20日左

右开启，将采用集装箱的形态，为

公众提供多种形式的餐饮。”周俊

透露，目前为夜市准备的集装箱正

在加工中，“到时集装箱外面的装

饰灯光会随着音律变动而变动，让

夜市更加有气氛。”

■本报记者 陈烁 通讯员 覃语心

在滴水湖环湖景观公园一带，游人经常会遇到一名个

头小小的、带着腼腆笑容的养护阿姨。这名养护阿姨叫玉

兰，每当遇到游人问路，她总是不厌其烦地解答。

玉兰是港城集团下属市政道路和公园绿地专业养护

公司——浦港养护公司的一名员工。在临港新片区的道

路上、公园里，就是众多像玉兰这样的养护人员，在默默守

护着干净整洁的环境。

玉兰在临港滴水湖环湖景观公园做养护工作已经快

一年了。每天早上六点半她准时出门，骑上电动车到滴水

湖边，开始一天的保洁和养护工作。环湖的道路、公园内

的雕塑、供游客休息的长凳和垃圾桶，都需要她清扫擦拭。

一趟保洁养护下来得 4个小时，而为了保持道路和公

园的整洁，为游客提供最舒心的游览环境，玉兰每天要保

养2趟。疫情期间，除了常规的养护工作，她还需要每天额

外花 2个小时给道路和公园设施消毒杀菌。有时忙起来，

从家带的午饭都凉了。

易溪是春花秋色公园的养护工人。他是本地人，有着海

边人特有的黝黑肤色，同事都叫他老易。老易和搭档曲师傅

负责公园道路和草坪保洁以及设施的维护。老易的工作队一

共8个人，分成两个班组，一组早上7点开始工作，一组8点开

始，交错进行，全时段覆盖整个公园的养护，节假日忙起来的

时候，还会去其他公园帮忙。老易说：“最近几年临港发展很

快，周围好多人都来这边工作了，在原来工厂呆着没活儿，

就自己找过来了。”在他看来，虽然春花秋色公园刚开，游

客还没有那么多，但其实很好看好玩。

在滴水湖1号码头做养护工作的唐大姐性格爽朗，她之

前在家带外孙。外孙上学了，在家呆不住的她就出来工作

了。“十几年前这边都是滩涂，现在已经都有地铁、商场啦，发

展真的太快了。”唐大姐说，她从小就伴随着临港的海风长

大，在这里结婚、生女，又见证女儿找到自己的幸福。每天早

起，她给一家人做好早餐，就赶来码头工作。疫情好转后，节

假日来滴水湖游玩的游客越来越多，唐大姐最喜欢的就是休

息时和游客、同事聊聊临港好吃好玩的。“好多游客之前不了

解这边，来了之后都特别兴奋，看着他们开心我也开心。”

在临港新片区有58条路况各异的市政道路，265万平方米

的公园绿地，不管是旭日初露的清晨、艳阳高照的午后，还是华

灯初上的傍晚，都有500多名像玉兰、老易和唐大姐这样的养

护人在守护。据悉，现在，浦港养护公司引入了高科技清洁工

具——4台新能源清扫车，并计划于6月开展无人驾驶清扫试点，

给这些养护工人减轻负担，也让新片区的养护工作效率更高。

■本报记者 严悦

智能系统操控着设备，不需要工人，无数“智能大脑”

点线交织，如脉搏跳动般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这就是上海

上飞飞机装备有限公司的“柔性自动化车间”。

近日，记者于晚间来到位于临港的上飞装备，公司大部分员

工已下班，在车间里忙碌的，不是工人，而是无数“智能大脑”。

车间负责人司保全说，“柔性化”即多品种零件在生产

线上的一个穿插混线生产，能够实现国产飞机ARJ的快速

装配。目前，该车间已建立5个智能制造生产加工单元、36
台加工中心、5台精密三坐标测量设备、5台七轴机器人和2
套智能仓储设备，进行航空精密零部件智能生产制造。

用到飞机上的零部件，质量就是生命。那么，这些海

量零件，谁来把关？秘诀就在车间门口的小隔间里。只见

AI探测机械臂上的探测针通过触碰零件，实时传输出一个

数据并进行自动化测量，随后与标准数据进行对比，如发

现零件过切，会作为废品进行隔离处理。如果发现零件欠

切，则返回机床二次加工，实现零件自动生产加自动测量

的闭环。

上飞智能制造技术的应用使生产效率比原先提升了

100%，产品质量也得到提高，零件合格率由90%提升到96%。

在引进智能制造自动化设备的基础上，上飞装备自主

研发了数字自动化技术，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比如飞机

壁板制孔工艺，精确度要求较高。但人工制孔效率不高，产生

的废屑还会威胁健康。去年，上飞装备攻关机器人自动制孔技

术，自主研发离线编程软件与上位机软件，经过努力，该技术设

备于今年投用，现用于某军机上的壁板制孔，操作速度比人工

快5-7倍，原先工人满负荷还需要加班，现在只需几个工人操

作即可完成。

上飞装备智能制造部门负责人郭洪杰表示，公司智能制

造相关技术的整体规划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研发智能加

工以及智能装配的生产线，为客户提供智能机和智能装配生

产线的整体解决方案；二是研发数字化装配产线上的非标自

动化设备，包括自动制孔，柔性工装数控定位器，以及人机协

同的自动转铆设备等；三是要在生产中推广5G智能化，主要

应用在数字化测量，大数据分析及生产管控几方面。

郭洪杰介绍，上飞装备零件智能制造技术和飞机部件数

字化装备技术，目前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公司将在智能制

造方面加大研发投入，助力更多“中国制造”飞机翱翔蓝天。

一趟保洁4小时
每天要保养2次
——记新片区里的“城市美容师”

“彩屋”商业街
年底开业

“乐樂市集”本周末滴水湖畔开启
集装箱创意夜市将提供各种餐饮美食

■本报记者 陈烁

揭牌仅半个月后，洋山特殊综合

保税区便有了明确的产业发展方向，

并同步推出 8方面、88项综合支持措

施，重点培育“三大产业”和“十大中

心”。

昨日，《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产

业发展和空间布局规划》和《关于促

进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对外开放与

创新发展若干意见》正式发布，希望

通过规划引领、政策供给，打造国际

一流的用户友好型营商环境，努力

把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成为具

有全球示范意义的国际投资贸易服

务自由化便利化一体化的最佳实践

区。

保税区也可以开工
厂搞设计

《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产业发展

和空间布局规划》由临港新片区管委

会与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上海市商

务委联合发布。

根据规划，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

将重点培育国际供应链管理、国际高

端制造及相关服务业、跨境综合服务

业三大产业；力争到 2035年，打造国

际中转集拼中心、国际分拨及配送中

心、国际订单及结算中心、全球销售

及服务中心、跨境数字贸易中心、全

球检测维修和绿色再制造中心、高端

研发和制造中心、国际金融资产交易

中心、国际大宗商品现货交易中心、

国际融资租赁交易中心等“十大中

心”，为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提供更多实践样本。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

武伟介绍，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包括

小洋山岛、芦潮港、浦东机场南部等

三个区域，具备从港口到腹地纵深发

展的基本条件。因此，在产业空间布

局上，注重发挥三个区域的区位特色，

打造各具特色、衍射协同的产业功能

体系。

其中，小洋山岛区域依托洋山

深水港区一到四期码头，以航运物

流、港口服务、国际转口贸易、国际

中转集拼等产业为重点，打造国际

航运服务开放先行区；芦潮港区域

依托现有产业基础，联动周边产业

区，以总部经济、大宗商品、融资租

赁、离岸贸易、跨境金融、国际研发

制造等为重点，打造多功能集成的

跨境贸易融合发展区；浦东机场南

部区域依托浦东国际机场的区位资

源和大飞机等产业基础，以航空研

发制造、航空中转集拼、航空冷链物

流、航空专业服务等为重点，打造民

用航空创新示范区。通过不同区域

的产业集聚和辐射带动，进一步提

升空、海、铁、水、陆多式联运的融合

度，进一步提升国际贸易、国际金

融、国际航运、国际研发、国际物流

与周边产业区的联动发展，形成空

间布局合理、产业协同发展的新格

局。

市政府副秘书长、临港新片区管

委会常务副主任朱芝松表示，通过这

样的产业规划，希望让企业清楚，在

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不仅可以从事

贸易、物流、仓储，也可以进行保税研

发、保税制造、绿色再制造等，“可以

开工厂，可以搞设计。”

开展FT账户本外
币一体化功能试点

按照“个性问题个性解决，共性

问题政策解决”的原则，《关于促进洋

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对外开放与创新

发展的若干意见》从贸易监管、金融

创新、重点领域政策创新和财政扶

持、综合保障等 8个方面，提出了 88
条综合支持意见。

制度创新主要包括贸易监管和金

融开放制度。其中，在贸易监管创新

方面，《意见》吸收了此前海关的监管

创新措施。武伟强调：“洋山特殊综合

保税区有一条监管政策是非常独特

的，那就是国外货物进入洋山特殊综

合保税区不需要进境备案，企业可以

依法开展国际中转集拼，存储、加工、

制造、交易、展示、研发、再制造、检测

维修、分销和配送等相关业务。”

在金融开放创新方面，《意见》提

出“优先适用”原则，对已出台及今后出

台在自贸试验区适用的金融政策，以

及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出台的各项金融

试点措施，符合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

实际的，优先在区内试点。

同时，从促进跨境资金自由使

用、创新跨境金融服务、培育重点金

融机构等 3个方面，提出了 8项支持

措施。主要包括：对重点行业领域

的跨境金融活动，银行可凭企业指

令直接办理经常项下人民币结算业

务；区内外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资本

金等直接投资活动相关的资金，在

FT账户（自由贸易账户）内不设专户

管理，可以自由兑换自由使用；支持

银行对区内引进的境外人才提供基

于FT账户的可兑换跨境金融服务。

给予三大产业真金
白银支持

围绕三大重点产业，《若干意见》

从功能创新、政策突破、财政扶持等

方面，提出了一揽子综合支持政策。

针对国际供应链管理，有16项支

持措施。其中，对开展航空物流、精密

物流等高端仓储物流业务的新设企

业，对从事集装箱、航空货物等国际中

转业务的企业，对搭建功能性市场或

专业贸易平台，在洋山港登记国际航

行船舶的企业，建立多式联运信息共

享平台等，都将给予支持和奖励。

针对国际高端制造及相关服务

业，共有16项支持措施。其中，支持开

展航空航天、船舶、轨道交通、通讯设

备、精密电子等产品入境维修和再制

造，支持注册在区内的汽车企业设立

符合性或合规性整改场所。

针对跨境综合服务业，共有21项
支持措施，涵盖离岸转手买卖业务、

总部经济、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商、高

端航运服务等，分别将给予政策支

持、税收优惠或奖励等。

另外，《意见》从人才、公共功能型

机构、一体化服务体系、招商引资激励

机制等四个方面，提出了12项支持措

施，优化服务创新。特别是在招商引

资激励机制方面，对2020年1月1日以

后新设企业，以及区内存量企业扩大

经营规模的，给予一定奖励；对在招商

稳商育商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招商服

务机构、开发主体，给予一定奖励。

洋山特保区将培育三大产业十大中心
同步推出88条支持措施 涉及制度政策服务创新

不见工人只见“大脑”
上飞装备助“中国造”飞机翱翔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