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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滨海秀带”金山打造“上海湾区”新增长极
“十四五”期间，金山区将聚焦碳谷绿湾产业园、上海湾区健康医学城、上海金山滨海国际文化旅游度假
区、金山大道经济走廊、湾区科创中心，即“一谷一城一区一带一中心”，重点激活“上海湾区”五大发力点，以

□简讯

2021 年2月

2 月 18 日上午，2021 年新春假
期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市金山区在
滨海地区写下转型发展“大手笔”：
上海金山新城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与上海复地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金山滨海国际文化旅游度假区
合作协议，在此前金山区与复星集
团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基础
上，通过与复星旗下文旅 IP 和产业
资源的进一步深度合作，未来的金
山海岸线将“蝶变”为集文化体育、
旅游休闲、商贸娱乐、商务会展、生
态观光等多功能的长三角“黄金海
岸”，真正打造成为联动长三角、辐
射全国、具有世界知名度的全时段
国际旅游度假目的地。协议的签约
也标志着金山区打造“上海湾区”
强
劲活跃增长极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记者了解到，
“十四五”期间，金
山区将聚焦碳谷绿湾产业园、上海
湾区健康医学城、上海金山滨海国
际文化旅游度假区、金山大道经济
走廊、湾区科创中心，即“一谷一城
一区一带一中心”，重点激活“上海
湾区”五大发力点，以大健康产业为
重要载体，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城市
更新，全力打响“上海湾区”城市品
牌。
“‘十四五’期间，金山区将按照
市委提出的‘两区一堡’
战略定位和
‘南北转型’战略要求，更加主动作
为，不断构筑未来发展新优势，全力
做好转型升级这篇大文章。
”金山区
委书记胡卫国表示，打造“上海湾
区”城市品牌，旨在加快金山功能转
型、动能转型、空间转型、生态转型，
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优
化核心功能，全力打造经济发展新
增长极，为上海未来发展构筑新的
战略支点。
聚焦高端服务业
长三角“滨海秀带”呼之欲出
金山所打出的“上海湾区”
城市
品牌，洋溢着开放、生态、浪漫的海
洋气息。最令上海、乃至长三角市
民憧憬期盼的，莫过于金山海岸线
即将迎来的华丽蝶变。据悉，金山
滨海国际文化旅游度假区以“爱的
港湾”为主题，规划占地面积约 8.1
平方公里，包括金山城市沙滩、金山
卫站城市综合体、金山嘴渔村和围
填海区域四大功能板块。未来，度
假区将充分凸显滨海文化特色，融
合旅游度假、商务会展、运动竞技、
美食购物、文化演艺、休闲娱乐等业
态，面向上海市民及长三角消费人
群，全方位打造上海市滨海旅游新
地标。

□通讯员 俞超 见习记者 赵一苇

规划打造上海湾区健康医学城
培育生物医药产业生态圈
上海青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
产 3000 万人份疫苗产业化项目启
动，总投资近 10 亿元；百特亚太区
首家 CRRT（连续性肾脏替代疗法）
溶液生产基地启动，
总投资约 1.5 亿
元；1 月 20 日，恒润达生细胞制备中
心在金山工业区落成，标志着恒润
达生 CAR-T 细胞治疗进入产业化阶
段……年末岁初的金山，生物医药
产业招商引资步伐丝毫没有“歇一
歇”
的迹象，反而跑出了“加速度”
的

劲头，
好项目不断落地、
加速集聚。
这三家企业所在的上海湾区生
物医药港，是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
目标的“产业母港”，面积 7.74 平方
公里，目前已引进相关企业 59 家，
未来 5 年内可推出 3400 亩可用土
地，产业发展空间充足。上海湾区
生物医药港着力承接上海、长三角
地区对高附加值原料药、制剂需求，
打造南上海高端、大规模的制药装
备制造基地，重点发展医疗器械注
册人（CDMO）、合同加工外包（CMO）
行业，计划到 2025 年，生物医药及
其相关产业产值规模力争达到 500
亿元。据统计，2020 年，金山区生
命健康产业产值达 206.8 亿元，占
全区属地规模以上产值的 15%，较
“十二五”末净增产值 96.2 亿元，年
均增长 13.5%，涨幅位居该区四个
产业集群之首。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是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医学堡垒”，也
将成为生命健康产业研发转化的
“产业平台”。未来，金山区将携手
市公卫中心，聚焦市公卫中心及周
边区域规划建设上海湾区健康医学
城，围绕建设超大体量医学技术创
新与研发中心、超大型国家临床研
究中心、超大型体检中心、大型教育
培训中心的目标，加快推进集上游
生物医药技术研发、中游临床研究、
下游产业化以及新技术临床应用为
一体的大型生物技术与医学中心建
设，力争实现 15 项左右重大成果转
化，产值规模有望达到 200 亿元。
据市公卫中心主任朱同玉介绍，疫
苗港与疫苗联盟基地将作为医学科
创中心药物研发技术输出与转化的
重要承载地，联动上海湾区科创中
心疫苗谷、湾区药港等发展，
建成新
型疫苗产、学、研及相关技术和产品
转移转化基地，
打造上海第一、国内
领先、世界知名的疫苗研发和产业
化综合中心。细胞港将聚焦细胞治
疗、肿瘤治疗、免疫治疗、免疫增强、
干细胞治疗等新技术，加快培育细
胞产业集群，集聚数家大型细胞产
业企业，形成国际上较大体量的细
胞产业聚集地。
与之相呼应的是，金山第二工
业区正在着力打造“碳谷绿湾”产业
园，将重点聚焦原料药、制剂、绿色
生物医用材料，努力打造高附加值
原料药和制剂、绿色生物医用材料
的研发生产基地。同时，
“ 碳谷绿
湾”产业园还将加强生物医药平台
建设，推进生物医药研发平台、实验
动物平台、中试生产平台、临床研究
平台等公共平台建设，联合高校和
科研院所，
共建标准化、专业化的生

物医药实验室。
激活
“大健康”
产业科创策源力
上海湾区科创中心位于金山区
山阳镇，自 2019 年 4 月 18 日开园
以来，园区加速集聚科创型“宝藏”
企业。聚焦生命健康、人工智能、数
字经济、区块链等产业，
已构建包括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科开院等
“一中心、一基地、多平台”
的招商格
局 。 开 园 两 年 来 ，共 引 进 企 业 超
1400 家，累计税收突破 3.5 亿元。
同时，上海湾区科创中心也被纳入
全市“5+X”健康医疗服务业战略规
划，目前正积极创建生命健康产业
园。力争至 2025 年，上海湾区科创
中心吸引 3—5 家科研机构和产学
研合作平台、30—50 家相关行业的
企业总部和优质科技企业落户。
“山阳镇正同步推进汇龙湾产
城融合区的规划建设，
将集合公园、
文体、商业、办公、酒店、人才社区
等，预计可以满足 5—6 万高端科研
人才的落户需求。”
金山区山阳镇党
委书记、上海湾区科创中心管委会
主任孙引良向记者介绍道。
而上海湾区科创中心所在的金
山大道经济走廊，
正是
“一谷一城一
区一带一中心”
中的“一带”，未来将
以生产性服务业为方向，以海伦堡
产业园等建设为重点，加快发展生
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打造一
条集商贸、科创、文化为一体的新型
经济走廊。其中，
今年上半年，占地
322 亩的海伦堡产业园项目将正式
开工建设，海伦堡产业园投资 51.5
亿，
将分三期建设，
聚焦引进智能制
造、节能环保、生命健康等产业研发
创新团队。届时，以海伦堡产业园
项目为“引爆点”，金山大道经济走
廊建设将正式开启。
据悉，金山区正在制定“上海湾
区”
建设三年行动纲要，
形成工作推
进路线图、施工图、时间表，举全区
之力推动转型发展。据金山区委常
委、副区长张权权介绍，
金山区将按
照
“三步走”
推进
“上海湾区”城市品
牌的打造。
“十四五”
时期，
金山将以
滨海地区为核心，
重点围绕
“一谷一
城一区一带一中心”
发力，
推动要素
进一步向滨海地区集聚。展望到
2030 年，金山区深度融入虹桥国际
开放枢纽战略和自贸区临港新片区
发展，打造更高水平、一体化的沿海
发展走廊，基本形成“两个扇面”联
动格局。而到 2035 年，金山区将按
照产城融合样板城市、滨海花园城
市、门户节点城市的发展路径，打造
在长三角具有一定显示度的“上海
湾区”城市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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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空气即将赶到
上海入春脚步暂缓

其中，围填海项目总规划用海
面积约 3.08 平方公里，圈围成陆面
积约 3866 亩，已于 2020 年 12 月顺
利通过竣工验收。围填海项目将建
设成为包括滨海文化娱乐中心、滨
海综合会展中心、滨海商务中心、休
闲渔港城、滨海生态湿地、滨海文创
中心、滨海度假村七大功能于一体
的生态型国际滨海文化旅游度假
区，为上海市民和长三角游客提供
一个亲海、观海、游海的休闲度假
“黄金海岸”
“十四五”
。
期间，
围填海
区域将启动首期项目，联动金山卫
站周边整体开发，打造上海海上城
市客厅。主要功能包括精品住宅、
高端度假酒店、主题乐园、艺术中
心、时尚滨海街区、婚庆中心、特色
会展中心等。
金山区将同步推进金山卫站及
周边综合开发，进一步激活金山长
三角一体化“桥头堡”效应。据悉，
金山区将依托金山卫站推进站城整
体开发，建设形成集交通枢纽、商
业、文化、居住等为一体的 TOD 城市
综合体。同时，金山嘴渔村将注重
文化造势，充分挖掘培育卫文化、盐
文化、海渔文化等特色文化，
利用城
市 岸 线 资 源 ，加 快 打 造 妈 祖 文 化
园。金山城市沙滩将持续承接啤酒
节、烟花节等一系列品牌活动，
发挥
“4A”
级景区独特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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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产业为重要载体，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城市更新，全力打响“上海湾区”城市品牌。
□通讯员 宗晨亮 王巧月
记者 曹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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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各地经历了连续多
日升温，上周末的最高气温更是突
破了 23℃，暖如阳春。上班族迎着
着温和阳光，踏着轻快的脚步走在
通勤路上，忙里偷闲的市民趁着晴
好天气，在初春的浓浓暖意中外出
活动。
以嘉定为例，2 月 21 日，新成
公园里，阿姨爷叔们一大早就开始
锻炼身体，抖空竹、舞龙、晒太
阳，孙孩们则结伴玩耍、奔跑嬉戏
着，一派热闹景象。不少周边少市
民都趁着难得的好天气，在自家阳
台上晒起了被子、衣物。公园里的
梅花盛放争艳，不仅引来了蜜蜂，
还吸引了市民争相拍照。河边的柳
树也开始吐露嫩芽，昭示着春天的
到来。
然而，今天起，气温将有所变
化。上海气象部门信息显示，下午
前仍然是暖字当道，早间最低气温
10℃，在偏西风和阳光的推波助澜
下，预计最高气温在 25℃左右。不
过这波回暖到此结束。22 日下午
起，
一股冷空气开始影响全市，风向
转为北到东北风，风力增加到 4-5
级阵风 6 级，晚间起，体感就会大有
不同。建议市民及时增减衣物，谨
防感冒。
随着北方冷空气扩散南下，受
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本周内气温将
有起伏。23 日起将回到冬日体感，
周二最高气温将降至 13℃左右，风
力增大，
寒意陡增。气象部门分析，
此次入春进程有可能因此中断。本
周中期将受南支槽影响，迎来一段
多阴雨的天气，最低 9℃附近，最高
12-16℃。
虽然气温有所波动，但是空气
质量始终保持在优到良水平。据统
计，2020 年嘉定区累计优良天数为
324 天，同比增加 19 天，优良率为
88.5% ，同 比 上 升 4.7 个 百 分 点 ；
PM2.5 浓度平均值为 32 微克每立方
米，
同比下降 13.5%。

七宝镇打造公益宣传墙
造就别样风景线
□人文七宝
七宝镇沪松公路人行步道旁的
一段公益围墙，结合原有的社区围
墙结构进行设计制作，在保留围墙
结构整体性和美观性的情况下，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新七不”规
范的宣传内容与围墙的结构融为一
体。搭配简洁的线条及图形，再以
仿真绿植装饰点缀，让整个围墙在
视觉上更为流畅。
沪松公路公益宣传围墙起始部
分的内容为七宝镇的剪影图案及标
识，然后以曲折蜿蜒的线条贯穿整
个墙面，整体色调是以沉稳的咖啡
色作为基调，再搭配丰富多彩的颜
色，在保留整体感的同时不失趣味
性，可以更好地吸引市民驻足停留
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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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 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21 世纪以来第 18 个指导“三农”
工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

作的中央一号文件 21 日由新华社受权

代化的意见》，全文共 5 个部分，包括：总

化、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强党对

发布。这份文件题为《中共中央 国务院

体要求、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三农”
工作的全面领导。 >>>详见 A2

保持“鲜嫩”，提高鲜食农产品竞争力
□导读
抗旱保春耕，
筑牢粮食安全基石
>>>

A3·言论

宝山吹响科创中心
主阵地建设“冲锋号”
>>>

A5·动态

长三角示范区公益诉讼
案件办理智慧化
■如何延长鲜食农产品的保鲜期？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包上保鲜膜，
放进冰箱。殊不知保鲜膜并非“锁鲜”神器，冰箱也不是
食物保鲜的“保险箱”，
若保存方式不正确，并不比常温保存更妥当。在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有这样一支团队，致力于农产品保鲜
与加工等方面研究，为丰富市民“菜篮子”
，充实农民“钱袋子”努力。>>>详见 A4 版
记者 施勰赟 摄/孙中钦

农业农村部慰问长江退捕渔民和渔政执法人员
日前，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
震同长江退捕渔民、渔政执法人员
和远洋渔船船员视频连线，代表农
业农村部党组向广大渔民朋友和
渔政执法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
春祝福。
长江十年禁捕，共计退捕上岸
渔船 11.1 万艘、涉及渔民 23.1 万

人。在与退捕渔民交流时，于康震
指出，长江“十年禁渔”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全局计、为
子孙谋，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退
捕渔民积极主动响应国家号召，毅
然舍船上岸，为长江大保护作出了
重大贡献。2021 年，农业农村部将
继续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持之以恒确保禁捕政策落实
到位，同时千方百计支持帮助退捕
渔民，努力实现渔村宜居宜业、渔
民富裕富足的共同奋斗目标。
为严厉打击春节期间各类非
法捕捞行为，切实维护长江禁捕秩
序，农业农村部指挥调度 117 艘执
法船艇、600 多人，于 2 月 8-17 日

开展长江禁捕专项执法行动。于
康震强调，2021 年是长江“十年禁
渔”的开局之年，开局关系全局，起
步决定后势，长江禁捕退捕工作专
班要继续发扬讲政治、顾大局的专
班精神，开好局、起好步，实现禁渔
“稳得住”的目标。
（据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共产党要

部分，
目前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
必须以

继续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

乡村振兴为总抓手加快建设步伐。中华民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

族要复兴，
乡村必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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