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导读

2版

改 革 开 放 前 沿 报 道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浦东时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刊号：CN31-0113 邮发代号：3-88

PUDONG TIMES

促进传统动能加速转型 新业态新模式加速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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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巷总理”的
社区“缘”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持续开展创新探索将改革开放向纵深

推进，聚焦核心功能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

效益，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市场主体的

能力水平……保税区域 2020年全年经济

运行凸显出“韧性强、复苏快”的特征。记

者日前从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管理局

了解到，2020年，保税区域经营总收入2.32
万亿元，增长 3.5%；商品销售额 2.06万亿

元，增长3%；进出口总额约1.1072万亿元，

增长4.2%。

面对去年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

经济形势，保税区域不断主动求新求变：推

出“全球营运商计划（GOP）”，新增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12家，累计118家，全球资源配置

功能持续强化；引进百济神州、驯鹿医疗等

行业领军型生物医药企业，高端产业引领功

能持续强化……保税区域正大力促进传统

动能加速转型、新业态新模式加速培育。

总部经济成为
高质量发展强劲引擎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总部经济已成为

保税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记者从保税区管理局了解到，去年区

内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12家，累计 118
家。伴随着总部经济数量剧增，规模扩大，

保税区域产业能级显著提升，核心功能更

为集聚。

去年，上海自贸区正式启动实施“全球

营运商计划（GOP）”。力争用 3-5 年时

间，培育一批在贸易、投资、供应链及研发

等方面可以汇聚和配置全球资源的优质企

业；用 5-10年时间，培育一批真正意义上

的全球营运“头部”企业，在细分领域内占

据全球统筹领导地位，在全国乃至世界范

围内形成引领示范效应。

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挥引领作用

去年以来，保税区域现代服务业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以

智能制造服务产业园纳入上海市特色产业

园区为契机，推动德国创新技术服务中心、

瑞士中小企业孵化中心等项目落地，叠加

职业技能培训等功能，提升智能制造全产

业链配套服务水平；持续优化进口汽车产

业配套环境，推动浦东机场空运整车进口

口岸资质申报工作，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

进口汽车检测线已投入使用；以盒马和保

正物流项目为抓手，推进跨境电商进口保

税备货总仓模式和3小时“闪送”模式等创

新突破，完善跨境集中监管点功能延伸；国

内首个工业半导体电子商务项目在浦东机

场综合保税区内启动运作等。

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保税区域跨境

电商订单量超 1270 万单，占全市比重

45.15%；交易金额超 38亿元，占全市比重

53.21%。以奥宝项目为代表，区内已实现

同步开展保税和非保维修业务，叠加零部

件贸易分拨功能，维修业务规模和运作能

级不断提升。

保税区开放枢纽门户功能
持续强化

值得关注的是，保税区域全年累计完成

690家企业增资，包括沙伯基础、伊藤忠丸红

钢铁、壳牌能源、亚马逊等。全年保税区域累

计吸引合同外资 54.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7%；实到外资26.1亿美元，同比增长14%。

作为上海自贸区中的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保税区域的开放举措是吸引外商持续

投资的重要“磁力”，在开放枢纽门户功能、

企业服务综合效能等领域，推出一系列创

新举措，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开通“中小

外贸企业服务专窗”，推动“单一窗口”和

“一网通办”深度融合；会同驻区海关探索

开展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小包出区”操作

模式，支持空服平台多元化仓储中心项目

（二期）建设；推动日上商业综合体项目建

设，集聚全球知名品牌，打造“旅游+购物”

新消费模式；加速推进吉祥航空服务、华润

医药进口药品供应链平台等重点项目启动

运作；无尘智能查验室已投入运作，查验时

限大幅缩减至 1个小时，加速打造临空经

济功能新高地。

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保税区域将

充分挖掘特色和优势，推出更多标志性改

革、引领性开放、突破性创新，在世界顶尖

城市中寻找坐标系，不断打造发展新王牌，

培育新的增长极。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昨天，随着

一声“起吊”令下，一根钢梁构件缓缓起

吊、提升并成功安装完成，由中建科工负

责钢结构制造安装的上海纽约大学前滩

校区主体钢结构封顶。

作为上海新一轮城市发展的重要功

能载体，以及浦东“十三五”规划中“一轴

四带”空间布局与“4+4”重点开发区域

之一，前滩国际商务区始终坚持高起点

规划、高水平定位和高质量建设，着力打

造“世界级中央活动区的样板区”。上海

纽约大学前滩校区位于前滩商务区东南

侧，毗邻前滩核心商务区，建筑风格体现

了多元文化融合的特色，展示了教学、科

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播为一体的开放式

现代化大学的风貌，与学校的办学理念

相契合。

为保障项目优质履约、主体结构如

期封顶，中建科工纽约大学项目团队齐

心协力，克服施工难题。为完成施工计

划，项目全体管理人员、劳务工人今年春

节均留在工地加班过年，保证了春节施

工不停步。自2020年12月起共完成1.6
万吨地上钢结构施工任务，确保项目如

期封顶。

上海纽约大学前滩校区建筑面积

约 11.4 万平方米，比现有的校区大了

一倍。学校预计 2022 年 9 月正式开

学，预计将容纳最多 4000 名本科生与

研究生同时就读，将成为地标性的国

际化大学校园，为上海国际教育事业

注入新的元素。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近日，

区委组织部会同区级机关工作党委

组织召开重点“两新”组织党委党建

联络员工作交流部署会，并发布了

2021年度任务清单。记者了解到，

通过半年多的实践，区级机关选派

优秀机关党员干部担任重点“两新”

组织党委党建联络员机制初显成

效，党建联络员们带着任务下基层，

集中心思帮基层，做出成绩为基层。

为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重

点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委在“两

新”党组织建设中发挥示范带头作

用，同时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最

敏感最前沿的阵地上历练干部，

2020 年 8 月，区委组织部会同区级

机关工作党委创新举措，从机关、事

业单位中选派50名专业相对匹配的

机关干部以兼职委员身份到区重点

“两新”组织党委担任党建联络员，

定期走访调研、参加党委活动、参与

事项研究、解决实际困难。

通过党建联络员机制搭建平

台、创造机会，年轻机关干部在一线

不断提高能力素质。截至今年 2月

底，党建联络员深入企业和社会组

织 160余次，策划了趣头条党委“争

做最美阳光跟评者”活动、汉盛律师

党委“天涯与共、扶贫同行”公益活

动等一系列党建品牌。

到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第一新

经济组织党委担任党建联络员的区

委办公室经济社会研究处张俊燕谈

到：“到企业党委担任党建联络员，

我感到机会难得、责任重大。一方

面，可以深入企业扎根基层，全方位

了解情况；另一方面，既要当好指导

员，也要当好服务员，发挥自身优

势，帮助企业对接政府资源，解决实

际问题。”

浦东通过党建联络员机制，不

仅为企业和社会组织送指导送服

务，还借助机关干部的“专业优势”

帮助企业和社会组织办实事解难

题。冠松集团因缺乏对口院校毕业

生渠道导致人才招聘困难，区科协

选派的党建联络员积极联系本单位

合作院校与该集团对接，受到校企

双方好评。区生态环境局选派的党

建联络员针对高华实业排污许可证

申领困难的问题，深入调研，找准症

结，及时帮助解决。区生态环境局

还针对此类问题进行专项研究，为

一大批企业解决了实际困难。不少

民营企业表示，没想到党建联络员

还能解决企业发展上的问题，今后

要大力支持党建工作。

党建联络员还搭建起了政府与

企业之间的“桥梁纽带”，推动政策、

信息、阵地、文化等服务资源互联共

享。区发改委选派的党建联络员围

绕浦东“十四五”规划向企业解读相

关发展政策，联动多家企业共同参

与，活动反响热烈。区委宣传部选派

的党建联络员帮助喜马拉雅获得区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

党建联络员在加强重点“两新”组织

党委班子建设的同时，掌握企业需

求，靠前服务指导，拉近了政商关系，

实现“党建抓实了也是营商环境”。

根据 2021年度任务清单，党建

联络员将参与“两新”组织党委党史

学习教育方案制定、指导落实党建

工作责任书、反映和协助解决经营

发展困难等内容。区委组织部表

示，下一步将会同区级机关工作党

委继续探索、不断完善，进一步加大

对党建联络员的工作指导和保障力

度，紧紧围绕区委中心工作，拓宽服

务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方法途

径，打造培养锻炼机关干部的实践

平台，努力形成党的建设与经济发

展互融共促的良好格局，为推进浦

东改革开放再出发助力加码。

上海纽约大学前滩校区
主体钢结构封顶

带着任务下基层 帮助企业解难题
重点“两新”组织党委党建联络员机制显成效

上海纽约大学前滩校区主体钢结构封顶现场。

□中建科工集团上海公司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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