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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进一步扩大开放推进大会发布 100 条举措

打造全国新一轮全面开放新高地
本报讯 （解放日报记者 谈燕）上海市
进一步扩大开放推进大会昨天上午举行。
市委书记李强强调，坚定不移走开放路是
新时代上海发展的必然选择，全市上下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上宣布的扩大开放重大举措，凝聚起新起
点上扩大开放的磅礴力量，以改革开放再
出发的决心和勇气，全力打造全国新一轮
全面开放新高地，努力当好新时代全国改
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
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主持会议，
市委
副书记尹弘出席。
李强指出，上海应开放而生、因开放而
兴。进入新时代，上海要承担起中央赋予
的新使命，扩大开放是必由之路。上海城
市能级提升要靠扩大开放来聚集资源要
素，核心竞争力增强要放在开放的条件下
思考实践。要全面贯彻国家新一轮扩大开

放重大举措，坚持开放立市、开放兴市，努
力把上海打造成为全国新一轮全面开放的
新高地、服务
“一带一路”的桥头堡、配置全
球资源的亚太门户、我国走近世界舞台中
心的战略支撑，
在贯彻开放发展新理念、增
创开放型经济新优势、构建全面开放新格
局上勇当排头兵。
李强指出，
市委、市政府制定出台的贯
彻落实国家进一步扩大开放重大举措、加
快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行动方案明确了
5 个方面、20 项任务、100 条举措。当前关
键是抓推进抓落实，
重点做好八方面工作。
一是着力深化自贸试验区建设。加快
落实自贸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积极吸引
外商投资。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为我国建
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索新路。强化自贸
区改革与全市改革联动，进一步放大自贸
区改革创新的溢出效应。

二是着力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大力吸引全世界优质商品和服务，构建覆
盖全球的进口贸易促进网络。营造更加高
效便捷的贸易环境，促进贸易自由化便利
化，
提升国际市场影响力。
三是着力推进金融机构集聚和金融市
场开放。大幅拓展境外投资者参与范围、
渠
道和规模，促进与境外金融市场的互联互
通。加强金融产品和业务创新，
提升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切实强化金融监管。
四是着力扩大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
业开放。在专业服务领域积极引入外资，
大力培养跨国经营和管理等专业人才，提
升专业服务国际化水平。以国家扩大汽
车、飞机、船舶等产业开放为契机，提升先
进制造业能级，
全力打响
“上海制造”品牌。
五是着力做优开放平台和载体。已有
平台要提高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的运营

能力，打造成为高水平开放的标杆。围绕
集聚高端要素资源，在科技金融、现代物
流、教育、医疗等领域布局建设一批高能级
新平台。
六是着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化司
法和行政“双保护”，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
权违法行为，
提升知识产权海外维权能力，
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打造具有国
际先进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高地。
七是着力推动对内对外开放联动。要
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桥头堡作
用，
坚持
“引进来”和
“走出去”并重，
坚持引
资和引技引智并举，推动企业开展全球化
战略布局，在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中更好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八是着力建设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着
眼办事最方便、
市场准入最宽松、
法治体系最
完善，
大力推进
“一网通办”
，
严格落实负面清

特斯拉超级工厂落户临港

今日导读

为上海有史以来最大外资制造项目签约
本 报 讯 （解 放 日 报 记 者 孟 群
舒）规划年产 50 万辆纯电动整车的特
斯拉超级工厂正式落户上海临港地
区，这是上海有史以来最大的外资制
造业项目。昨天，上海市政府和美国
特斯拉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上海市
市长应勇、特斯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出席并共同为特
斯拉（上海）有限公司和特斯拉（上
海）电动汽车研发创新中心揭牌。上
海市常务副市长周波与特斯拉公司
副总裁任宇翔代表双方签约。
根据协议，上海市政府和特斯拉

公司将聚焦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等领
域深化合作交流，上海市政府将积极
支持特斯拉公司在上海设立集研发、
制造、销售等功能于一体的特斯拉子
公司和电动车研发创新中心，推动创
新技术成果转化，加快全球化发展进
程，助推上海高端制造业发展，加快
建设世界级汽车产业中心，为上海迈
向卓越的全球城市提供有力支撑，实
现合作共赢。
特斯拉公司还与上海临港管委
会、临港集团共同签署了纯电动车项
目投资协议。特斯拉公司将在临港

单管理制度，
全面清理涉及市场准入的审批
事项，
在全社会营造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
李强强调，进一步扩大开放事关全市
大局，涉及方方面面，必须凝心聚力、形成
合力。要坚定开放决心，
高举开放旗帜，
在
国家新一轮扩大开放的大格局中，找准定
位，
赢得主动。深入开展大调研，
走到各类
企业问计问需，真心实意服务和帮助企
业。要强化改革联动，把“放管服”改革落
实到位，拓展扩大开放新空间。要把握政
策机遇，聚焦“上海扩大开放 100 条”压实
责任，
排出任务清单和进度表，
确保各项举
措落实见效。
市领导周波、翁祖亮、诸葛宇杰、肖贵
玉、徐逸波出席会议。市发展改革委、市金
融办、浦东新区作交流发言。全市各部委
办局、各区、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中外
企业、商会代表等参加。

地区独资建设集研发、制造、销售等
功能于一体的特斯拉超级工厂。同
时揭牌的特斯拉（上海）电动汽车研
发创新中心，是特斯拉全球研发体系
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从事电动汽车方
面研发创新，将积极推动电动车创新
技术成果转化。
在签约前会谈时，应勇说，上海
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改
革开放的前沿，正加快落实中央扩大
开放的政策举措，着力构建以现代服
务业为主体、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
领、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新型产业体

系。很高兴与特斯拉公司进行战略
合作，欢迎特斯拉将纯电动汽车的研
发 、制 造 、销 售 等 全 产 业 链 放 在 上
海。上海市政府将全力支持特斯拉
工厂建设，努力为包括特斯拉在内的
各类企业在沪发展营造更好环境，提
供更好服务。
马斯克表示，特斯拉将在上海建
设美国之外的首个超级工厂，也是最
先进的电动汽车工厂，希望将其打造
成可持续发展的典范。上海这座城
市的美丽和活力令人惊叹，希望特斯
拉超级工厂尽早建成，
为上海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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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
“洗”净天空

昨日上海晴空万里，碧空如洗。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本报讯 （记者 黄静）台风“玛莉
亚”的外围影响给申城带来了好天
气，晴空万里、碧空如洗。上海中心
气象台昨天 17 时 08 分发布大风蓝色
预警信号：受今年第 8 号台风“玛莉
亚”影响，预计今日早晨到 12 日白天
本市将出现 5 级阵风 6-7 级的大风，
沿江沿海地区和长江口区有 6 级阵风

天 气

上海
27~33℃
多云

7-8 级的大风，风向东到东南，并逐
渐转为南到东南。
昨天上午 10 时，中央气象台发布
台风红色预警，这是台风预警最高级
别，也是今年来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首
个红色预警。台风“玛莉亚”的中心
昨天上午 10 点钟位于福建霞浦东偏
南方约 730 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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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后以每小时 30 公里左右的速度
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于今天凌晨
掠过台湾岛北部，并于上午在福建福
清到浙江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
向西北方向移动，穿过福建北部，强
度迅速减弱，将于今晚移入江西东
部，
随后减弱为热带低压。
台风除了给本市带来大风影响，

优
轻度

中度

重度

严重

风力 5-6 级

也带来些降水，预计今天上海为多
云，有短时阵雨的天气，明天起台风
对本市的大风影响逐渐减弱。
随着台风外围影响趋于结束后，
副热带高压将重振旗鼓，上海将出现
很长一段时间的晴热少雨的天气，最
高气温预计稳定在 35-36℃ 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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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22~25℃
雷阵雨转中雨

广州
26~36℃
晴转多云

重庆
28~37℃
多云

香港
28~33℃
多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