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S 要闻

6E-mail:bianjibu1515@sina.com 编辑/欧莉 美编/卫华韵 2020.11.10

本报讯 （记者 黄静）11 月 6
日，金桥股份携手“中国网+”举办

5G产业生态创新论坛暨金桥 5G产

业生态金海园开园仪式。副区长管

小军、世界数字经济组织顾问赵忠

抗出席活动。

作为上海 26 个特色产业园之

一，金桥 5G产业生态园于今年 3月

开园，成为了全球5G核心技术策源

地、高端产业集聚区。当天开园的

5G产业生态金海园是其中一个重

要的载体空间。在开园仪式上，一

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入驻金桥 5G
产业生态园，总投资额约25亿元。

这些项目包括：上海芯泳半导体

有限公司第三代氮化镓材料及5G射

频器件项目，它是由中科院赵连城院

士和董绍明院士领衔，全力突破我国

宽禁带材料和5G射频器件“卡脖子”

环节，总投资额约20亿元；台湾欣忆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代半导体专

业设备制造项目，计划在金桥综保区

成立，一期投资 2亿元；上海图双精

密装备有限公司集成电路光刻机及

刻蚀机的再制造和研发项目，计划在

金桥 68号地块投资建设，一期投资

额1亿元；上海化合积电半导体科技

有限公司氮化镓、碳化硅等新材料研

发中心项目，将在金桥北区投资设

立，赋能新一代高效节能的电力电子

器件；上海银行金桥支行首批入驻金

海园，将为金桥5G产业生态园全力

提供金融支撑。

金桥股份公司总经理汤文侃告

诉记者，浦东开发开放30年来，金桥

一直把信息通讯产业作为主打方

向，也见证了整个信息通讯产业从

第一代到第五代的发展。“当前，金

桥的 5G布局非常完备，涉及芯片、

终端、设计、运营等，布局了华为、中

国移动等100多家企业。”他表示，面

对当前 5G产业遇到的“卡脖子”环

节，金桥将发挥产业集聚优势和先

发优势，尤其是在第三代半导体产

业和由此研发的5G核心器件方面，

引进相关企业和培育平台。

据了解，顺应全球科技发展趋

势，2020年金桥抢占 5G先机，作为

浦东新区直属国有开发平台，金桥

股份持续推动 5G重大功能平台布

局、实施 5G全产业链招商，先后推

动建立华为5G创新中心、上汽联创

智能网联创新中心、中移动上海产

业研究院 5G应用创新中心和中国

信通院 5G标准开放实验室等重大

平台。此次金桥 5G产业生态金海

园开园，在提供5G产业发展新空间

的同时，积极引入了一批突破第三

代半导体材料和5G射频器材和“卡

脖子”环节的项目。

在当天的 5G产业生态创新论

坛上，中国信通院华东分院首席科

学家贺仁龙博士、华南理工大学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导李国强教授

（我国第三代半导体技术领军人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获得者）、华为 5G产品线专家

徐之兵、北京邮电大学吴胜教授等

专家学者，围绕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及设备、5G射频器件等“卡脖子”环

节进行了主题演讲。行业大咖们分

享5G领域的产业发展和行业前瞻，

为金桥5G产业人才智力资源赋能。

会上，“一带一路”信息产业发展

联盟及孵化企业共同打造的产业加

速器战略合作正式揭牌，为金桥中小

企业5G创新发展赋能。未来，金桥

股份将继续做好环境配套，充分利用

公司已有的235万平方米优质物业，

提供总部办公园区、研发办公楼宇、

生产制造厂房等各类产业载体，充分

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持续推动 5G
产业生态园建设，全力以赴为浦东再

造一个新千亿产业集群。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昨日，第六届“上海对话——艺

术开启未来高峰论坛”在上海国际艺

术品交易月期间举办。论坛上透露，

目前全球面积最大的国际艺术品保

税服务中心即将投入运营，并率先发

布了自贸区文化艺术品及特殊商品

一站式服务平台。

该平台由上海自贸区国际文化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东方航空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联手打造，为文化艺

术企业提供“先进区，后报关”的通

关条件，极大地减少艺术品及贵重

物品在转运及操作过程中的损坏风

险。通过该平台，艺术品等货物将

从机场直接提货送至保税仓库，入

库时间缩短至4小时，并配置了多功

能服务平台，包括专用包裹式卸货

平台及高端精密设备配置等。

当天，《艺术品及贵重物品存储

安全防范技术规范标准》也同时发

布。《规范》由公安部检测中心、国家

互联网应急中心、上海自贸文投、美

国UL公司、上海通邑能源科技公司

联合编制完成，并于今年起在自贸区

先试先行。公安部安全与警用电子

产品质量检测中心主任胡志昂表示，

《规范》的制定将有效填补国内艺术

品及贵重物品存储领域的标准空白，

为今后国内艺术品仓储建筑物的建

设标准提供制度基础和行业标杆。

上海自贸文投董事长胡环中透

露，截至今年10月，保税区文化艺术品

累计进出境货值逾480亿元。随着国

际艺术品保税服务中心的正式投入运

营，将极大促进上海自贸区文化艺术

产业的集聚与发展，满足日趋繁荣的

国际艺术品交易需求，通过引入全球

各类顶级文化产业资源。

活动现场，上海自贸文投还与人

民文博（北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举

行了合作签约仪式，人民文博首次入

驻上海自贸区。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在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促进

和保障浦东新区改革开放再出发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决

定》一周年之际，11月 6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莫负春带队，

就《决定》贯彻落实情况赴浦东开展执法检查。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田春华，区委常委、副区长董依雯，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辛翎参加。

2019年 7月，市人大常委会根据市委支持浦东改革开放再

出发若干意见的要求，及时作出《决定》，赋权浦东人大可以依

法暂停、调整、创设相关制度规定，在此前浦东综合配套改革决

定赋权的基础上，为浦东先行先试进一步保驾护航。此次市人

大对《决定》开展执法检查，是对《决定》贯彻落实的再推动，也

是对进一步加强浦东改革开放法治保障的再促进。

当天，莫负春一行前往浦东新区企业服务中心，实地调研

浦东自主加强制度创新，推进“一业一证”改革、在线政务服务，

优化营商环境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区人大常委会就

贯彻落实《决定》情况进行了汇报，区政府及相关部门汇报了贯

彻落实《决定》自主加强制度创新和相关制度落实情况，以及市

政府下放行政审批在浦东的实施情况。

据悉，《决定》出台以来，浦东人大积极探索、主动作为，围

绕贯彻落实国家战略和浦东改革发展大局，充分运用市人大赋

权，先后作出《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在线政务服务水

平的决定》《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探索“一业一证”改革的

决定》等。

得益于此，一年来，浦东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在线政务

服务中积极使用远程身份核验功能并不断拓宽业务适用领域，

实现“范围、事项、人员”三个全覆盖，2月初复工以来，已有近

3.4万家企业、8.9万人次通过远程身份核验，足不出户完成业务

办理，企业群众满意率达 98.57%；首创性“一业一证”改革稳步

推进，自 2019年 7月以来，“一业一证”从首批 10个试点行业拓

展到43个行业，实现区权事项基本全覆盖，审批事项压减76%，

审批时限压减 88%，申请材料压减 67%，截至目前共发出 158张

综合许可证。

本报讯 （记者 蔡丽萍）2020 年全国安全用药月日前启

动。11月 6日，浦东 2020年安全用药月现场宣传咨询活动在

汇智商业广场举行，浦东市场监管局联合国药控股国大药房

上海连锁有限公司等单位现场设摊，通过咨询、免费健康服务

等，促进公众了解药品监管有关政策法规以及安全、合理用药

科普知识。

今年全国安全用药月活动以“安全用药 战疫同行”为主

题，活动现场，来自浦东市场监管局的咨询人员向市民发放《安

全用药知识读本》等健康宣传资料，积极宣传安全用药理念和

实用知识，并当场回收废弃药品。

浦东市场监管局副局长苏国平表示，通过历年的宣传，群

众的安全用药意识已经有增强，在疫情期间，市民对家庭用药

更加关注。本次宣传月活动旨在促进公众了解药品监管的有

关政策法规和安全、合理用药的科普知识，引导市民适量合理

储备家庭药箱，并养成定期清理的习惯。

本次宣传月活动中，浦东市场监管局还将在浦东各街镇

整合各市场所、居委、零售药店、食品药品科普站等资源，进

社区、进学校、进机关、进楼宇、进工地开展药品科普宣传，更

好地贴近公众、为民服务，提高公众的安全用药用械意识和

水平。

金桥5G产业生态园开园 约25亿元重点项目入驻

为再造新千亿产业集群助力

自贸区文化艺术品及特殊商品一站式服务平台开通

4小时！艺术品从机场“直送”保税仓库

市人大常委会
赴浦东开展执法检查

浦东开展2020年度
安全用药月现场宣传活动

三十年，敢闯敢试看浦东
（上接1版）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

开越大！”2018 年 4 月 10 日，在博鳌亚洲

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

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示中国扩大开放的

决心，并向世界宣布了一系列重大开放

举措。

第二天，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

国家外汇局等金融部门就迅速公布了扩大

开放的具体举措。

两个月后，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关于

扩大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进一步形成开

发开放新优势的意见，聚焦实施吸引外资

金融机构集聚的新政策等6个方面推出25
条措施，为承接国家金融服务业开放重大

举措落地提供支持和保障。

从首家外商独资保险控股公司开业，

到首批新设立的外资再保险机构开业，新

一轮金融业扩大开放以来，浦东已落地 20
余个外资金融项目。

“浦东面对的是太平洋，是欧美，是全

世界。”浦东的发展，贯穿始终的是以扩大

开放添活力。

30年来，浦东累计吸引实到外资1029.5
亿美元，集聚170个国家地区的3.62万家外

资企业、350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全球500
强企业中346家在浦东有投资项目。

党的十八大以来，浦东先行先试高水

平制度型开放，更是引人瞩目。

首个“高光时刻”当数 2013年中国第

一个自贸试验区的落地。建设自贸试验区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

推进改革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

人们注意到这一轮开放的新特点——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最高标准、最好水

平，探索建立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

衔接的制度框架。

从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到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从“证照分离”到“一业一

证”，328 项制度创新成果从浦东复制推

广至全国。

2019年 8月 20日，上海自贸试验区临

港新片区正式揭牌，更大胆地闯、更大胆地

试、更自主地改，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

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开放与改革本就是一体两面、互相促

进，浦东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试验田。

在浦东，盒马鲜生领取首张“准生证”

的故事，流传甚广。

这个集超市、外卖、物流、餐饮为一体

的业态“新物种”，给政府发证和监管出了

难题。浦东不问“能不能”，只问“该不该”，

率先颁发“零售+餐饮”一体的食品经营许

可证，接着又把互联网功能业态加入食品

经营许可证。如今，盒马“新物种”早已走

出浦东，全国门店达 220家。“一项改革催

生了一种新业态。”盒马（中国）有限公司副

总裁沈丽说。

在浦东，迭代升级的证照审批速度，引

人注目。

去年创造“特斯拉速度”：从项目签约

到开工建设只用了半年时间，当年开工、当

年竣工、当年投产。

今年又创造“山姆速度”：落户外高桥

保税区的山姆中国会员旗舰店，从签约到

开工仅用了76天。

对政府财力投资项目，浦东探索地票、

房票、水票、林票、绿票“五票”统筹机制，破

解“五票”因分散掌握、常有“配置难、配置

不及时、配置不到位”的难题，将市、区重大

工程储备周期由原来 730 天以上缩短至

295天以内。

在浦东，听到最多的就是：“浦东发展

传奇，靠的就是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打创

新牌，深刻昭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

命运的关键一招。”

内核

党的领导贯穿始终，“人民
至上”贯穿始终

浦东大道 141 号，浦东开发陈列馆。

这里见证了浦东“起航”——30年前，上海

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就在这栋不

起眼的白色小楼里挂牌成立。

馆内，一份特殊文件的复制品，引得不

少游客驻足。那是1990年党中央、国务院

有关浦东开发开放的正式批复。

浦东开发开放是一项跨时代的国家战

略。浦东开发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要求

“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

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对浦

东开发开放提出明确要求。党的十八大以

来，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谋篇布局，为

浦东改革开放再出发指明前进方向。

30年来，从“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

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到“大胆试、大胆

闯、自主改”，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

望，成为激励浦东不断攻坚克难的强大精

神动力。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

气、蓬勃向上的朝气，是浦东身上鲜明的特

质，浦东创造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若干个第

一就是例证。

“浦东过去的成功，充分折射出中国理

念、中国方案在通往现代化道路上所具有

的世界价值。未来浦东的窗口意义，并不

完全在于发展有多快，也不在于总量规模

有多大，而是要向世界充分展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旺盛活力。”上海

市委书记李强说。

“今天我们回顾浦东开发开放30年取

得的辉煌成就，愈发体会到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

线、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确的，愈发体会到党

中央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决策的英明

伟大。”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

翁祖亮说。

该改的、能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

改的坚决不改——开发开放30年，浦东志不

改、道不变的坚定，同样给人深刻印象。

上海中心大厦，中国第一高楼，被誉为

“上海之巅”。一江之隔，就是党的一大会

址。这座寸土寸金的摩天大楼，在22层专

门辟出一块 588平方米的区域，打造楼宇

党建阵地——陆家嘴金融城党建服务中

心。大厦内 10 多个“两新组织”党组织、

800多名党员，在此开展组织生活。

陆家嘴金融城，285幢商务楼宇中，聚

集了大量“高智商、高学历、高技能、高收

入”的“四高青年”群体，在新经济组织、新

社会组织就业的党员就有近万名。通过

探索“支部建在楼上、党建落到实处”的楼

宇党建工作，党组织在“两新组织”和青年

中的吸引力凝聚力影响力不断增强。

“今年新发展的党员里，既有金融企业

的总经理，又有外企的首席人力官，还有民

营企业的骨干人才。”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

合党委书记袁冶锋说。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浦东开发开放

不变的‘内核’。”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徐建刚说。

开发开放30年，浦东始终牢记改革开放

初心，坚持守正创新，“人民”二字贯穿始终。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长

杭迎伟说：“浦东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坚持‘财力有一分增长，民生有

一分改善’，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全力创造

高品质生活，全力打造我国超大城市的治

理样板。”

在寸土寸金的上海自贸试验区世博片

区后滩地块，本是商业用途的临江地块变

身“城市绿肺”。占地188公顷的上海世博

文化公园倚江揽翠，又将成为浦东新景。

在浦东滨江，过去灰扑扑的“工业锈

带”亮了，老码头、旧仓库纷纷变身创意空

间，不同颜色区分出骑行道、跑步道、步行

道、绿化带。

在浦东城市运行管理中心，智联感知

的“城市大脑”实现“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

城”，不仅24小时守护城市平安，更为浦东

人民带来绣花般精细的智慧管理。

……

勇担新使命，浦东再出发。

（原载于11月9日《人民日报》）

截至2020年10月，保税区文化艺术品累计进出境货值逾480亿元。 □上海自贸文投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