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1版）
上纽大的师生来自于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的体制机

制、文化习俗、思维习惯，让这所“一幢楼的大学”，仿佛一个“小

小联合国”，文化在此激荡，思想在此碰撞。而中美双方在办学

方式、课程理念等诸多方面，也都有各自的立场和传统做法。

“这些不同，正是萌发改革和创新的土壤。我们会遇到

很多挑战，并无前人的先例可循。这所学校要办好，必须基

于三个‘C’：沟通、妥协、合作。”俞立中坦言，自己在上纽大最

重要的工作，是沟通。

无论是在校园餐厅与学生、教授共进午餐，边喝咖啡边

聊天；还是克服时差通过电话和邮件与美国纽约大学校长交

流、与上纽大美方副校长杰弗里·雷蒙面对面讨论，抑或是在

全美做“空中飞人”，拜访一流名校推荐上纽大首批毕业生

……这一切，都被俞立中视为“重要”的工作。有外籍学生的

家长来沪探望孩子，俞立中特意请他到校长室坐一坐，倾听

他对学校办学和孩子成长的感受和建议，并乐呵呵地与他们

合影留念。因为在他看来，以学生与教师为中心，是被一流

国际化大学公认的、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人性化理念，也是

上纽大身体力行的准则。所有这些沟通和努力，都是为了一

个目的：“促学校发展，让师生满意。”

于是，在这所“一幢楼的大学”里，俞校长担当起了“信息

集成”的工作，传递和接收来自各方的信息和观点。俞立中

笑言，和国内高校相比，上纽大的行政会议少了很多，他也不

太习惯通过打电话和各部门沟通，而是更乐意“在楼里跑上

跑下”。只要身在学校，他几乎每隔几天就会到各部门转一

圈，倾听意见，了解需求，带回疑难问题，再和中美校方管理

层一同探讨解决方案。“中外合作办学，需要充分的沟通来统

一思想。”俞立中说，经过多年磨合，他和“老搭档”杰弗里·雷

蒙，已是“两个人，一个脑袋”的紧密合作伙伴。

大雪天拍下校园保安躬身扫雪的背影、三八妇女节学校

秀出校方为女教师准备的红玫瑰……无论多忙，俞立中坚持

亲自打理拥有153万粉丝的实名微博，而他的微信朋友圈，也

不断向外传递着上纽大的最新动态。

深度融入共生
探索新型大学社区关系

改革、创新，是上纽大和浦东自带的基因。两者的强强

结合，诞生了中国第一所没有围墙的城市大学。除了那幢15
层高的教学楼，整个陆家嘴乃至浦东新区，都是上纽大的校

园：源深体育场、东方艺术中心、上海科技馆、浦东图书馆

……浦东的诸多优质社会资源都对上纽大开放，而上海市和

新区政府给予的大力支持，也令俞立中深为感动。去年，上

纽大首批本科毕业生中就有 11名外籍学生，受益于“推进科

创中心建设”的自贸区人才新政，留在了浦东工作。今年，俞

立中预计这一数据会有进一步增长。

“上纽大落户浦东，也希望回馈浦东。”让俞立中特别高

兴的是，从 2014年迁入浦东新校园开始，上纽大就与浦东建

立了深层次、全方位的紧密合作。这些合作，并非几个单位

的领导握个手开个会签个协议，而是上纽大师生真正深度融

入浦东、与之共生的起点。

上纽大的学生走进潍坊社区的阳光之家和敬老院帮助

特殊人群，师生在浦东图书馆开设免费英语角和“大家说文

——上海纽约大学教授系列讲座”服务公众，诺贝尔奖获得

者罗伯特·恩格尔每年来到他创立的上纽大金融波动研究

所，发布报告促进学术界和金融业界在研究领域的合作……

身为浦东新区人大代表，俞立中也尽力为这片改革热土的发

展履职尽责。

“除了办好教育、做好学术发展，上纽大还要在浦东辐射

大学文化，探索大学和社区的新型关系。”在俞立中眼里，这

样的新型合作关系，不仅能实现多方共赢，也是现代大学的

价值和意义的体现。

短短6年，上纽大迅速成长为一所有口碑、有特色的国际

化大学。俞立中透露，他个人早就在考虑退休和平稳交班事

宜；而对这所学校而言，一切才刚刚起步：无论是勾画新校园

的发展蓝图，还是启动大规模的研究生招生，“上纽大的未来

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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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立中：和“一幢楼的大学”
一起成长

■本报记者 杨珍莹

在全球经济全面复苏和国内经济稳中

向好发展的有利条件下，浦东聚焦自贸试

验区改革和科创中心建设两大国家战略，

2017年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进中提质

的发展态势，实体经济发展出现可喜变化。

4月10日，《2018上海经济发展报告》和

《2018浦东经济发展报告》（简称浦东经济蓝

皮书）联合发布。报告显示：2017年是浦东

“向具有标志性的全球城市核心区迈进”的

关键一年，改革、开放、创新是浦东经济发展

的不竭动力和源泉。其中，改革的动力是最

深层次的，也是2017年浦东能抓住全球经济

复苏和国内经济回暖、促进自贸试验区和科

创中心建设的最根本动力。

经济发展：好于预期

《2018浦东经济发展报告》把“聚焦系

统集成改革”确定为主题，旨在反映浦东

在充当“改革开放排头兵中的排头兵，创

新发展先行者中的先行者”时，如何结合

各项开放创新措施全面深化改革。

总报告率先对 2017年浦东经济运行

态势进行了分析与判断。浦东经济蓝皮

书指出，工业对浦东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加强，服务经济继续引领新区经济发展，

扭转了 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下降的运行

轨迹，强势上行。

浦东经济蓝皮书作者之一、浦东新区

党校浦东开发开放（基础理论）教研部副

主任、副教授胡云华认为，浦东经济发展

可以用“好于预期”来形容，“ 2018年是浦

东‘十三五’发展承上启下的一年，既面临

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要面对不容忽视的

风险和压力。”

同时，浦东经济蓝皮书显示：浦东公

有制企业发展质量有所提升、外资企业数

量和注册资本仍占绝对优势、私营企业在

各类市场主体中居于首位。其中，在第二

产业中新设企业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位居新设企业注册资

本行业首位。

此外，浦东在企业集聚、电子支付以

及物流等重要环节积累了诸多创新经验，

2018年需要进一步在促进跨境电商、提升

专业服务业功能、推动政府监管模式转型

等方面进行探索。

根据综合预判，2018年浦东新区经济

增长总体将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速度将维

持在 8.6%左右，基本与上年持平，继续高

于全市约 1.5至2个百分点的水平。

核心功能实现进一步聚焦

浦东经济蓝皮书指出，2017年，具有

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建设的核心功能实

现进一步聚焦，浦东在上海的经济地位继

续保持上升趋势，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功

能进一步巩固，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功能

明显提升。

数据显示，浦东占上海地区生产总

值的比例进一步提升到 31.95%、第三产

值占比约 74.6%，比上海整体水平高出约

5个多百分点；浦东中外金融机构数量占

上海中外金融机构数量的比重高达

68.7%。

记者了解到，本次发布会是上海社会

科学院院庆6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同时也

标志着上海社会科学院重大成果发布平

台正式启动。

平台发布的内容主要包括：上海社科

院重大学术活动和论坛活动；上海社科院

重大决策咨询成果和重要理论研究成果；

国家、省市重要合作成果；各类国际合作

论坛，等等。并将进一步探索、建立线上

线下联动机制，为上海社科院乃至全国的

社会科学研究者打开一个全新的交流窗

口。

向具有标志性的全球城市核心区迈进

浦东经济地位继续保持上升趋势

本报讯（记者 黄静）4月 14
日下午，作为高东镇樱花节的重

要环节，由区总工会主办，区工人

文化宫、高东镇总工会承办的“悦

与思”第四届上海浦东职工亲子

读书会在高东镇樱花广场开幕。

“悦与思”浦东职工亲子读

书会是区总工会、区工人文化宫

服务职工亲子文化活动需求，提

升职工文化素养，培育、引导职

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品牌项目，截止到 2018年已经成

功开展了三届，并连续三年获得

“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活动优秀

项目奖”“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

活动优秀示范项目奖”。

2018 年的第四届读书会将

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浦东开

发开放28周年为契机，结合十九

大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开展形

式多样的主题亲子读书活动和

红色文化教育活动。区总工会、

区工人文化宫还将以“悦与思”

亲子读书会等品牌项目为抓手，

进一步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不断推进优质文化项目配送，完

善职工文化基地、队伍建设，为

浦东职工搭建优质文化服务平

台，献上更多精品文化服务。

读书会现场还进行了“上海

市振兴中华读书活动优秀示范

项目奖”的授牌仪式和“最是书

香能致远”赠书环节。

本报讯（记者 张琪）4月 14
日上午，“拥抱健康、浦东卫生在

你身边”新区名医义诊活动在全

区同时开展，浦东各二三级医疗

机构共派出专家98名，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派出医护人员 210
名，为近万市民提供健康咨询指

导服务。

周浦医院现有 4名博导，在

本次义诊中，出动了内分泌科主

任、博导张进安，以及中医科主

任、博导凌江红。两名博导桌

前，咨询问诊者排起了长队，为

了更好地与患者沟通交流，医院

党委书记施庆红还在现场主动

当起了“服务员”。

在川沙，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院长孙万驹带头做起了义诊，13
名高级主任医师、5名副主任医

师以及骨干主治医师在门诊广

场上摆开“摊头”；护理部门也是

做足“全套”：血压测量、血糖测

量、艾灸、耳穴埋豆、母婴护理、

外科护理。

位于惠南镇的浦东医院，正

好处在民乐大居“中心”。4月14

日的义诊现场，浦东医院设心内

科、内分泌科、骨科等十余个健

康咨询项目。

除了院内义诊，这一天，还有

很多医疗机构走出医院，直接提

供“家门口义诊”。东方医院派出

了心内科、呼吸科、神经内科、消

化内科、耳鼻喉科等专家，潍坊社

区内全科医生联合，采取一个专

科医生配一个全科医生的模式，

分块义诊；上海国际医学中心8名
医生走进周浦镇周欣社区，为当

地居民提供健康咨询。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4月
20日至22日，2018上海浪琴环球

马术冠军赛又将在中华艺术宫前

优雅上演。4月15日凌晨，参赛的

首批共45匹顶级赛马在赛事方和

海关、公安等各相关部门的全力保

障下安全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

场，并在专门为其打造的“专车”运

送下顺利抵达位于中华艺术宫南

马术赛场。

据悉，今年将有近 100 匹来

自欧洲的顶级赛马以及包含奥

运冠军、世锦赛冠军在内的近 60
位全球顶尖骑手抵沪参赛。在

赛事方的精心安排下，全部参赛

马匹将乘坐包机分三次抵达。

上海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

进入第五个年头，随着中国马产

业的不断发展以及与国际交流

的愈发密切，马匹入关的各项准

入程序也越来越平稳顺利。比

如为最大限度压缩马匹落地后

的通关时间，降低因运输等候等

对马匹的刺激，上海海关推出创

新举措，将前期应办的手续后

移，指定由赛事举办地所属的浦

东海关办理，打通了赛马从机场

落地直达赛场海关监管“快速通

道”，赛马包机落地、机场放行即

可直接装车运赛场。同时浦东

海关还安排关员在赛场等候，凌

晨航班落地将马匹运送至赛场

后，即刻办理报关、马匹和相关

物资查验放行等一系列手续，使

赛马能够尽快进入临时检疫隔

离区休息。

浦东名医义诊浦东名医义诊 服务近万市民服务近万市民

环球马术冠军赛首批赛马抵沪

职工亲子读书会 寓教于开卷

一位博导医生正在参与义诊。 □通讯员 陶昉呈 摄

继续走在
开放最前沿

（上接1版）
上海远心医疗的单道心电记录仪，成

为改革方案公布后的首个试点。代工方

负责人孙毅勇表示，改革不但让远心医疗

节省了 100万元左右的生产性投资，还让

产品的上市时间提前了一年。“越早上市，

越能抢占市场先机。”

开放倒逼改革，开放也同样能激活创

新。位于张江科学城的跨国企业联合孵化

平台，最近一年与本土创业企业的对接很

红火。GE的爱迪生创新工社、博世的汽车

智能平台……越来越多的创业企业通过这

个平台，获得了技术、资本、市场等资源的

注入。在开放中创新，让张江不仅是上海

的张江，更是全国的张江、全球的张江。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浦东的开

放，是全方位的开放。不仅为货物的进出

和资金的流动提供便利，也敞开怀抱欢迎

全世界的英才。

作为上海纽约大学的第一届本科毕

业生，泰勒·罗瑞克经申请获得了全国首

张本科学历的外国留学生工作许可证。

“你好，给我一个手抓饼，加培根、芝士、鸡

蛋。”这位美国小伙已经完全融入了浦东

的生活环境。

实施高水平开放
助力高质量发展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

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

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

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传递出重

要信息，新一轮扩大开放，重点是服务业

特别是金融业领域。推动金融业开放，浦

东首当其冲。

40年前，从外滩望过去，浦东的陆家

嘴还是农田遍布、芦苇摇曳。40年后，陆

家嘴已是高楼林立、中外金融机构齐聚，

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区。

上海自贸区管委会陆家嘴管理局副

局长任凯锋说，面向国际化发展，陆家嘴

金融城成为很多外资金融机构拓展和运

营中国业务的首选之地。仅以资产管理

行业为例，全球资产管理规模排名前十的

机构中，已有八家落户陆家嘴。

展望未来，陆家嘴金融城将不断优化

产业链、生态链和服务链，积极促成外资

金融机构在区域内设立银行、证券、保险

机构。“中央提出，要放宽银行、证券、保险

等行业的外资股比限制，浦东正在积极准

备，力争这一扩大开放的措施在自贸区先

行先试。”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

区长杭迎伟说。

新一轮扩大开放，还将更好惠及世界

各国企业和人民。今年 11月将在上海举

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其中的

重头戏。发挥进口博览会的溢出效应，位

于浦东外高桥区域的国家对外文化贸易

基地、智利商品中心等 8家平台，4月初入

选进口博览会的常年展示交易平台。

“智利樱桃等进口水果，早已走进中

国的千家万户。依托浦东和自贸区的优

势，我们在拉近中智贸易距离的同时，还

将帮助南美的中小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智利商品中心负责人邬远峰说。

打开一扇窗，看见全世界。在新一轮扩

大开放蓄势待发之际，浦东已经做好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