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S 要闻

2E-mail:gongshunqi@sina.com 一版责任编辑/郭皓 二版责任编辑/龚舜琦 一、二版美编/黄辰毅 2020.9.23

本报讯（记者 陈烁）据上海海

关统计，今年 8月份，上海市实现进

出口3125.1亿元，比去年同期（下同）

增长 5.9%，环比增长 4.4%。其中，出

口 1218.7 亿元，同比由上月下降

0.3%转为增长5.8%，环比增长3%；进

口 1906.4亿元，同比增长 5.9%，环比

增长 5.3%。进口和出口双双实现同

比增长。

累计来看，前 8个月，上海市实

现进出口总值2.19万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 0.5%。其中，出口 8824.2 亿

元，增长 1.3%；进口 1.31 万亿元，下

降 0.1%；贸易逆差 4283.4亿元，收窄

2.7%。前 8个月累计进出口总值同

比实现由降转增。

加工贸易进出口实现增长。

1-8月，上海市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

口 4531.9 亿 元 ，增 长 5.5% ，占

20.7%。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17
万亿元，增长 1.6%，占同期上海市进

出口总值的 53.4%，比重提升 0.6 个

百分点。

外资外贸规模稳中有升。1-8
月，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41
万亿元，增长 1.7%，占同期上海市进

出口总值的 64.3%。同期，民营企业

进出口 5234.9 亿元，增长 9.8%，占

23.9%，比重提升2个百分点。

对美国和东盟进出口增长。

1-8月，上海市对美国进出口 3129.9
亿元，增长 6.4%，占 14.3%；对东盟进

出口3045.1亿元，增长3%，占13.9%；

对日本进出口 2447.6 亿元，增长

3.7%，占 11.2%。同期，对最大贸易

伙伴欧盟进出口 4177.2 亿元，下降

2.7%，占同期上海市进出口总值的

19%，比重下滑0.6个分点。

机电产品出口保持旺盛势头。

1-8月，上海市出口机电产品 5985.3
亿元，增长0.7%，占同期上海市出口总

值的 67.8%。其中，集成电路出口

966.4 亿元，增长 19.8%；手机出口

580.6亿元，增长43.7%。同期，劳动密

集型产品出口 1331.6 亿元，增长

9.3%。其中，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

口522.7亿元，增长58.8%。此外，汽车

出口100.6亿元，增长22.1%；医药材及

药品出口97.5亿元，增长9.9%。

集成电路为最大进口商品，美容

化妆品及洗护用品和肉类进口大幅

增长。1-8月，上海市进口高新技术

产品 4309.8亿元，增长 9.4%，占同期

上海市进口总值的 32.9%，比重提升

2.9个百分点。其中，集成电路进口

1883亿元，增长 18%；计量检测分析

自控仪器及器具进口 428.4亿元，增

长 13.2%。同期，美容化妆品及洗护

用品进口 336.3亿元，增长 19.8%；肉

类进口309.6亿元，增长94.5%。

本报讯（记者 黄静）昨日上午，上海市对浦东新区人民

政府开展依法履行教育责任综合督政自评汇报会在新区办

公中心召开。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市教委原巡视员、督政

组组长尹后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区委副书记、区长杭迎伟，

区委副书记、区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单少军，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王辛翎，副区长、区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李国华，区政协副主席徐红等出席会议。

杭迎伟首先代表浦东新区致辞，他表示，教育是民生大

事，浦东新区始终坚持教育优先的发展战略，聚焦办好每一

所家门口的学校，不断优化规划布局，完善资源配置，推进改

革创新，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当前，浦东正紧紧围绕教育强

区的目标，推进上海区域教育综合改革创新示范区的建设，

加快青少年活动中心及群艺馆等文教项目的建设，发挥优

势、拉长长板、补齐短板，不断提高教育均衡化、优质化、国际

化水平，努力把浦东打造成为教育高地，把教育打造成为浦

东的品牌。

杭迎伟说，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 30周年，是“十三五”规

划的收官之年，在即将迈入新发展阶段之际，开展依法履行

教育责任综合督政尤为重要。近年来，浦东人口导入加快，

人均资源不足、城乡差距仍然存在，特别是人民群众对于更

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需求更为迫切，教育的基础性、先导

性、全局性作用更加凸显，实现教育均衡优质发展的任务还

比较重。通过这次综合督政，既要全面总结、仔细梳理教育

职能履行情况和教育现状，还要以这次综合督政为契机，认

真汲取各位领导和专家的意见建议，将这些真知灼见转化为

提升区域教育品质、推进教育未来发展的重要举措，推动浦

东向着教育强区目标不断迈进。

倪闽景强调，要准确把握当前形势，全面认识督政工作

的内涵价值。教育督导是《教育法》规定的基本教育制度，

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更是推动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希望通过督导，浦东新区各委办局

提高认识、正确分析问题、破解难题，进一步支持教育部门

迅速提高教育优质均衡水平。要把握新时代改革契机，积

极打造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性区域，强化区政府统筹协调，破

解新时代教育的瓶颈问题；推进优质均衡发展，打造新时代

的教育强区。

李国华在会上作《向教育强区战略目标迈进，助力浦东

改革开放再出发》的自评汇报，通过基本情况、重点工作和发

展思考三部分全面介绍了浦东新区近年来的教育工作。浦

东开发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浦东新区始终坚持党对

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教育事业取

得了长足发展，让学前教育公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

中教育特色多样、职业教育贯通融合和终身教育泛在可选，

让每一个学习者都能得到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都能享有人

生出彩的机会，实现了规模总量与发展质量的同步提升，义

务教育城乡一体化发展迅速，面向人人、面向终身的教育公

共服务体系日渐完善，政府、学校、社会、市场和市民“五位一

体”的教育公共治理初见成效，初步实现了从教育大区迈向

教育强区的跨越式发展。

据悉，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对浦东新区开展依法履行教育

责任综合督政工作，督政项目分别为：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

暨优质均衡发展情况及语言文字工作推进情况。督导组将

通过听取情况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走访学校、查阅资料、

开展问卷调查等方式实施督导。

■本报记者 沈馨艺

9月 22日是第三届中国农民丰

收节。来自浦东的 200余种特色农

副产品，在上海农业展览馆举行的上

海庆丰收大展示活动中集中亮相，展

示浦东农业发展成果，让更多市民发

现浦东“三农”新面貌。

今年上海庆丰收大展示活动以

“礼赞丰收、致敬农民、回馈农民”为

主题，为期三天。面积约100平方米

的浦东展区，陈列了来自 10家农业

产业化联合体及浦东代表企业的

200余种浦东特色农副产品。

两株开满花的桃树，呈现出浦东

展区的特色，吸引参观者的关注。展

区上空，南汇水蜜桃、南汇8424西瓜、

浦东葡萄等图片高悬，向市民展示浦

东品牌瓜果的魅力。圆形展台上，颜

色、形态各异的西瓜、蜜梨、葡萄、火

龙果等瓜果围成一圈。一旁是包装

好的南瓜、青扁豆等蔬菜，另一侧是

月饼、蝴蝶酥等加工食品。此外，还

设有浦东对口支援地区的农副产品，

包括新疆莎车巴旦木、云南大理玫瑰

系列产品及西藏青稞粥等。

“这次参加展示的农副产品经过

精心挑选，都来自浦东优质农业生产

主体，例如青扁豆来自红刚青扁豆生

产专业合作社，西瓜、葡萄等来自上

海越亚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等。”

浦东新区农业农村委综合发展处副

调研员纪帅介绍说。

而清美鲜家、叮咚买菜作为浦东

代表农业企业同样在现场设台，其中

清美鲜家除了蔬菜外，还带来了豆制

品、面制品及精加工产品等。清美集

团副总经理左龙武告诉记者，此次清

美带来的都是目前市面上最受欢迎

的产品，包括可以生吃的鸡毛菜，“这

个品种的鸡毛菜全程机械化生产，也

能反映浦东农业的高科技发展。”

进入浦东展区的观众，不仅能饱

眼福，还能饱口福。在互动区，蜜梨、

葡萄、豆浆、龙潭酒酿等产品供市民

品尝。家住宝山的徐女士，在品尝用

龙潭酒酿制作的酒酿圆子后，连连感

叹：“这种酒酿味道浓郁，甜度适中，

跟其他地方的都不一样。”而越亚合

作社带来的浦东品牌葡萄——阳光

玫瑰，同样受到了市民欢迎。

在互动区旁，一片真实的水稻搭

配着木质长椅、小桥等，在展区内营

造出田野风貌。大屏幕上，浦东农村

的大美景观通过短片呈现在观众面

前——有前晚浦东庆丰收主题晚会，

也有浦东乡村美景……这样的场景

相互映衬，邀请市民体验浦东“野

趣”，吸引更多市民走进浦东的美丽

乡村。

新区农业农村委主任苏锦山说，

除了传统农业，乡村旅游、乡村观光、

乡村民宿等的成果与繁荣也是丰收

的另一层含义。浦东经过这几年乡

村振兴发展，田间底色不断美化，使

农村增色、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如

今，浦东处处是景，最近也是一年之

中田园风光最美的时候。”他说，“我

们希望吸引更多市民来浦东的美丽

乡村看看，感受浦东的新农村变化，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来到田间地头，为

新时代的农村发展增添活力。”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诗欢 本

报记者 许素菲）最近，在陆家嘴金砖

大厦工作的白领们发现，写字楼被艺

术雕塑作品“美化”了，有写字楼外广

场上数米高的“澎湃水流”，也有楼层

走道两侧一字排开形成的小型艺术

展。这是陆家嘴金融城艺术进楼宇

第一站——“金石峥融当代艺术雕塑

展”带来的改变，此次展览为期三个

月，来自国内6位雕塑艺术家的10件
作品、以及陆家嘴金融城雕塑征集的

12件获奖作品将集中在金砖大厦内

展出。

据介绍，艺术进楼宇倡导的是

“胶囊艺术馆”，打破了常规的艺术展

览方式，依托散布在陆家嘴各个楼宇

公共区域，让“流动的艺术”穿行在楼

宇中，让艺术更贴近工作和生活，做

白领自己的“艺术馆”。这种特殊的

展览方式给陆家嘴白领带来全新的

感受，在繁忙的午间除了咖啡，还有

赏心悦目的展览，助力陆家嘴楼宇

公共环境再次提升、再次更新。

陆家嘴集聚了许多知名的国内

外企业总部、金融机构等，大量的高

端人才、白领在此办公。陆家嘴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楼宇不仅是一个

工作空间，同时应该具有能够让人们

放松、精神愉悦、提升艺术修养的功

能。“陆家嘴管理局作为服务企业的

政府部门，目标就是借助更多的优质

文化品牌活动，厚植文化艺术氛围，

把陆家嘴打造成具有温度的金融城，

提升金融城的营商环境，不断提升陆

家嘴的品牌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

艺术进楼宇活动，金砖大厦是第

一站，未来陆家嘴金融城会根据陆家

嘴楼宇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

艺术品。例如有的楼宇外资企业多、

有的楼宇日企多、有的楼宇央企多

等，适应不同楼宇特点，国画、油画、

板画、漫画、摄影等作品将以不同方

式进行展示。

受疫情影响，今年陆家嘴文化活

动直到近几个月才逐渐启动，“文化

进楼宇”从活动的形式和楼宇的范围

都进行了新的尝试。例如，让文化活

动走进商圈，通过送音乐、送电影等

方式帮助商家渡过难关。最近，陆家

嘴又把话剧、爵士乐、艺术培训等送

到楼宇，取得了良好效果，受到白领

欢迎。

本报讯（记者 张敏）昨天下午，“长三角生态法治”微信

公众号开通仪式在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举行。上海三

中院、复旦大学、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

分院、上海市律师协会五家发起单位负责人签署了合作备忘

录，并共同点击开通“长三角生态法治”微信公众号。该公众

号是贯彻落实“两山”理念、着眼长三角绿色生态一体化发展

大背景下创设的环境资源保护联合宣传平台。

开通以后，“长三角生态法治”微信公众号将通过多种形

式和内容的宣传普法。仪式后，五家发起单位首次联席会议

在上海三中院召开。会议在合作备忘录的基础上，重点围绕

公众号的日常管理维护、稿件要求及发布规则、宣传推广、各

单位分工等事项交换了意见。

8月本市外贸进出口同比双增长
前8个月实现进出口总值2.19万亿元

200余种特色农副产品亮相上海庆丰收大展示

“希望更多市民走进浦东美丽乡村”

除了咖啡还有赏心悦目的展览

“流动的艺术”走进陆家嘴金融城

上海市对新区人民政府
开展教育履责综合督政

“长三角生态法治”
微信公众号上线

200余种浦东特色农副产品在浦东展区。 □倪竹馨 摄

陆家嘴金砖大厦的白领被楼道里的雕塑作品所吸引。 □ 徐网林 摄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素菲）昨天，浦东工商

联在张江镇党群服务中心召开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指

导点推进会议暨党建工作联席会议揭牌仪式。上海市委统战

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黄国平，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区委

统战部部长金梅，上海市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汪剑明，上海

市工商联副主席、浦东工商联主席常兆华等出席。

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新时代民营经

济统战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推进落实上海市工商联

《关于进一步做好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有关工作的通

知》精神要求，并结合“四史”学习教育、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

纪念活动，总结近年来理想信念教育工作的经验做法，研判

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部署

了下一步推进理想信念教育指导点工作。

黄国平强调，理想信念教育工作是一项潜移默化的、长

期的工作，不但要长期抓、持续抓，还要深入抓、细致地抓。

会上，分别对荣获市区理想信念教育荣誉的所属15家商

会、8家会员企业进行了表彰授牌，并为浦东新区工商联所属

商会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揭牌。

浦东工商联召开理想信念
教育指导点推进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