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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姜微 何欣荣 周琳

浦江潮涌，东方风来。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五次到上海考察，为

上海改革发展把舵领航。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上海弘扬伟

大建党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先行先

试、改革创新，在创造新时代发展新奇迹的

征程上破浪前行。

“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
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2015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他所在的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

时提出，上海要“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

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2018年考察上

海时，总书记再次对上海提出殷切希望：

“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难啃的骨头，发

挥开路先锋、示范引领、突破攻坚的作用，

为全国改革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嘱托，上海敢闯敢试、先行先试，持续

发挥“排头兵”的带动作用。

穿过标志性的“海鸥门”，中国第一个

自贸区——上海自贸区出现在眼前。2014
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外高桥保税区

考察，强调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

2018年 10月，自贸区建设五周年之际，总

书记再次指示：“把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

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地”。

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过的外高桥综合

服务大厅，当年长长的服务柜台，已变成开

放式工位，企业办事交流“零距离”。“一个

‘闯’、一个‘试’，让深水区改革的方向豁然

开朗。”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注册三科科长

王连凤说，商事登记改革不断推进，准入门

槛越来越低，注册效率越来越高。

上海自贸区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

开放力度不断加大，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播

撒的改革“良种”持续迎来好收成：2021年

上海日均新设企业1800余户，千人拥有企

业数居全国首位；30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

在这里诞生，并向全国复制推广。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海不断深

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浦东打造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高起点推进，上

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特殊经济功能加速孕

育，上交所科创板和注册制效应不断放大，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不断走深走实……

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

自推动的重大开放举措。2018 年 11 月，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首届进博会开幕式并

发表主旨演讲时，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

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2020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提出明确要求：

“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勇当我国科技和

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加快打造改革开放

新高地”。

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发挥着

龙头带动作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上海与苏浙皖共拉长板、共享优

势，推进实施两轮三年行动计划，在科技

创新联动、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基础设施

联通、生态环境共治、公共服务共享等方

面积极采取措施，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等跨

域合作成果丰硕。

“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
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

张江科学城，酷似“鹦鹉螺”的大装

置——上海光源 24小时灯火通明。这台

“超级显微镜”已累计接待超 3万名用户，

在多个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提供关键助力。

张江科学城是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

的核心承载区。2014年 5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上海要努力在推进

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走

在全国前头、走在世界前列，加快向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科技创新寄予厚

望。2018年11月，面对张江科学城的科技

工作者，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把科技创

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

2020年 11月，浦东开发开放 30周年庆祝

大会上，总书记寄语浦东：“全力做强创新

引擎，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

“建设全球科创中心是总书记给上海

出的题目。”上海科创办执行副主任彭崧

说，“我们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持续加强基

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加

快国家实验室建设。”

2021年，上海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的比重达到4.1%；全球规模最大、种类

最全、功能最强的光子大科学设施集群在张

江加快建设；“蛟龙”“天宫”“北斗”“墨子”等

重要科技进展，上海无一缺席；C919大型客

机取证和交付准备工作有序推进，CR929远
程宽体客机研制工作扎实开展……

创新活力竞相迸发，为上海高质量发

展持续注入新动能。2021年，上海高新技

术企业超过 2万家，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规模达到1.27万亿

元，同比增长14.7%。

在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考察过的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磁共振

（MR）、分子影像设备（PET-CT）等高端

医疗设备一字排开。近年来，企业突破一

系列“卡脖子”技术，推出了一批中国和世

界首创性产品，国产设备输出到美国、日本

等发达国家。

目前，上海科创中心形成基本框架，并

提出更远大的目标：到 2025年，努力成为

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发

展新理念的重要策源地。

“继续探索，走出一条中
国特色超大城市管理新路子”

漫步上海杨浦滨江地带，绿道蜿蜒，白鹭

翩飞，曾经的“工业锈带”已变身“生活秀带”。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杨浦滨

江考察时指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

市为人民”“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

设，无论是新城区建设还是老城区改造，都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近年来，上海先后贯通黄浦江45公里

滨江岸线、苏州河42公里公共岸线，“一江

一河”串珠成链为老百姓提供高品质公共

空间；从 2017年到 2021年，上海的公园数

量从217座增加到532座。

杨浦区诞生了中国第一家自来水厂、

发电厂，但作为老工业区，面貌旧、底子

薄。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杨浦区

加快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2021年提前

一年全面完成成片二级以下旧里改造，今

年还将通过城市有机更新，推动“住有所

居”向“住有宜居”跃升。近五年，上海中心

城区累计实施旧区改造 308万平方米，涉

及15.4万户居民。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上海城市治理提

出要求：“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上海要

继续探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管

理新路子”……

110接电数、公园客流、渣土车违规情

况……在习近平总书记 2018年 11月考察

过的浦东新区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大

屏上跳动着150多种反映城市运行体征的

数据。浦东城运中心副主任陈炜炜说，数

字背后反映着民情民意，要通过智能化手

段，及时发现解决问题。

现代化的城市治理，还须汇聚民智。

2017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

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群

众的事同群众多商量，大家的事人人参

与。”2019年11月，总书记到上海长宁区古

北市民中心考察，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

种全过程的民主”。

当时在现场的全国人大代表、长宁萍

聚工作室党支部书记朱国萍结合本职工

作，用朴实的话说出对总书记要求的理解：

“从加装电梯到为老服务，要多听老百姓的

意见。”

截至2021年底，上海25家基层立法联

系点参与了20件国家法律、64件地方性规

定的征求意见工作，530多条立法建议被

采纳。通过主动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

于民，更多群众建议转化为城市发展“金智

库”、社区治理“金点子”。

以城市运行“一网统管”牵引提升城市

智能化水平，搭建更多线上线下民意“直通

车”，持续为基层赋权、增能、减负……面对

超大城市治理面临的新课题，上海将持续

绘好城市治理“工笔画”，不断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使命如山，初心如炬。把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指示转化为生动实践，上海必将

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上海6月24日电）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在“金

色中环发展带”，未来新杨思都市消

费新中心即将崛起。6月 25日，中

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开幕。浦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俊兰同志作为市党代表接受媒体

采访时介绍，今年 4月，新杨思核心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出炉，将围绕高

质量发展理念，打造成为面向未来、

面向国际的时尚文化展示区、国际

消费体验区、品质生活示范区、生态

智慧样板区。

作为“金色中环发展带”的潜力

地区，新杨思地块将以浦东建设“国

际消费中心”为契机，打造“上海生

活消费新高地”。该地块位于三林

镇、北蔡镇两镇交界之处，总体范围

2.72平方公里，涉及核心区、东部城

中村区域、南部协调区域、近期建设

区共四个片区。

去年 5 月，浦发集团启动新杨

思地块核心区城市设计及概念方

案设计国际征集，以期进一步深化

区域功能内涵和空间方案，打造更

具标识度和影响力的区域发展新

亮点，吸引了众多国际知名建筑设

计事务所的参与。其中，Foster+
Partners、KPF、日本设计通过资格

预审，正式进入概念方案征集设计

阶段。

核心区城市设计范围用地面积

约61.45公顷，概念方案设计范围计

容建筑面积约60万平方米。设计方

案可谓亮点纷呈。

日本设计以绿和文化为媒介，

构建融合独一无二体验式商业空

间、Wellbeing新一代办公空间、中央

绿谷低碳活力带于一身的生活性产

业生态圈。

KPF 以园城相织为概念，将丰

富的公共空间编织进既有的城市

肌理，通过南北向中轴公园与东西

向里弄公园，把功能与空间链接为

有机整体，打造深入人心的城市目

的地。

Foster+Partners 以“珠联璧合”

为设计灵感，将8个充满活力的广场

和市集等公共空间互连，塑造高品

质步行空间和绿色城市空间，为市

民带来多重体验，呈现珠璧交辉的

效果。

目前，新杨思地块核心区作为

新杨思区域整体开发的关键，正在

新区政府和市、区规划资源局的指

导下开展工作，全力以赴打造“上海

生活消费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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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抓“国际消费中心”契机 助力“金色中环发展带”建设

新杨思将打造“上海生活消费新高地”

Foster+Partners、KPF、日本设计通过资格预审，这是Foster+Partners的效果图。 □浦发集团 供图

本报讯（记者 张诗欢）在昨天举行的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

新闻发布会上，市商务委介绍，近期，市民非常关心餐饮业恢复

堂食的问题。综合金山、奉贤、崇明三区试点经验和有关部门、

专家意见，结合目前本市疫情防控形势实际，经市防控办研究

决定，本市自 6月 29日起，辖区内无中风险地区且近一周内无

社会面疫情的街镇，有序放开餐饮堂食。恢复餐饮堂食的具体

区域，由各区政府综合评估疫情防控形势后确定。

市商务委指导行业协会发布《本市餐饮服务业复商复市疫

情防控指引》（第三版），对餐饮企业开展堂食重点明确六个方

面要求：

一是实行堂食服务备案管理。餐饮企业向区防控办报备，

经相关监管部门检查评估后，可恢复堂食。二是实施堂食限流

管理。根据餐厅面积，扩大餐桌间距，控制就餐人数，实行隔

位、错位入座。三是落实消杀管理。在恢复堂食前，对经营场

所进行全面的预防性消毒，日常经营中，每桌顾客就餐完毕离

开后要及时对桌椅及餐具进行清洗消毒。四是抓好入场管

理。在经营场所入口设置场所码或“数字哨兵”。顾客应科学

佩戴口罩、扫场所码或“数字哨兵”（须持有 72小时内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且测量体温无异常（<37.3℃）方可进店。五是倡导

餐饮新风尚。按照《上海市公筷公勺和分餐制服务规范》做好

餐饮堂食服务，鼓励实行餐饮桌长制，就餐时间一般掌握在1.5
个小时左右。六是加强日常监管。各区要结合恢复堂食，依托

大数据平台，加快推动餐饮业数字化治理，将餐饮业从业人员

健康管理平台、场所码或“数字哨兵”监测平台和餐饮企业食品

安全分级管理平台接入各区城运中心，实现“一网统管”。

6月29日起上海餐饮业
有序恢复堂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