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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40条公布

临港新片区将树服务业开放新标杆
本报讯 （记者 王延）为进一步
提升上海参与国际合作竞争力，打造
上海更加全面、深入、多元化的开放
新格局，
《上海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
开放若干措施》
（以下简称《若干措
施》）在昨日举行的市政府新闻发布
会上正式发布。
副市长许昆林表示，
《若干措施》
有助于全面推进上海国际贸易中心
建设，有助于持续优化本市营商环
境，有助于不断深化自贸试验区改
革，有助于自贸试验区新片区树立服
务业开放的新标杆。

上海服务成发展新引擎
许昆林在发布会上介绍了一组
数据：今年 1-7 月份，上海新设外资
项目 4105 个，同比增长 58.3%；合同
外资 275.52 亿美元，同比增长 9.6%；
实到外资 114.4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8%。
“ 能够实现三个同步增长，是
非常不容易的。”他说。
此次出台的《若干措施》旨在进
一步提升上海参与国际合作竞争力，
打造上海更加全面、深入、多元化的

开放新格局。
《若干措施》既提出放宽
服务业外资市场的准入限制，减少对
外资投资企业开展业务的限制，又提
出扩大跨境服务贸易领域开放的措
施，减少对自然人移动的限制，还包
括了提升贸易便利化服务水平，发展
数字贸易、现代航运服务业与金融服
务业等开放措施。
《若干措施》主要包括七大板块，
分别为：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外资市场
准入限制，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实施跨境服务贸易高水平对外开放，
引领服务消费转型升级；搭建开放型
贸易便利化服务体系，提升国际贸易
中心建设能级；提升对全球创新资源
的集聚能力，助力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强化现代航运服务业对外辐射能
力，提升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推
进更高水平的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
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速度；完善服
务业国际化交流合作机制，构筑国际
人才集聚高地。
许昆林指出，
《若干措施》的开放领
域是平时企业投资需求比较旺盛的，
解
决的准入问题是企业关注度较高的，
这
样更加能体现上海对外开放的决心和

勇气，
“目标是把上海打造成为全国设
立外商投资性公司最便捷，跨国公司
投资功能最集中的城市。
”

临港新片区将树新标杆
得益于上海去年发布的“扩大开
放 100 条”行动方案，让上海最大的
外资制造业项目特斯拉超级工厂落
地成为现实。如今，特斯拉工厂所在
的临港区域，已经成为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将肩负起
更重要的责任。许昆林表示，
《若干
措施》中部分开放措施将在自贸试验
区先行先试，进行压力测试，有助于
自贸试验区，尤其是自贸试验区新片
区
“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树立服
务业开放的新标杆。
“新片区的总体方案明确了投资
自由、
贸易自由、
资金自由、
运输自由、
人员自由、互联网接入便利以及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税收制度和全面风险管
理制度，这些在《若干措施》中也有体
现。
”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朱民表示。
在准入投资上，
《若干措施》提出
探索在特定园区及自贸试验区保税

区内，允许外商有条件投资音像制品
制作业务；探索允许自贸试验区内外
资文物拍卖企业拍卖符合相关条件
的艺术品；在人员流动上，
《若干措
施》提出探索允许具有港澳执业资格
的规划等领域专业人才，经相关部门
或机构备案后，为自贸试验区内企业
提供专业服务；探索允许境外专业人
才在自贸试验区参与我国相关职业
资格考试，并在自贸试验区范围内执
业；在航运运输上，
《若干措施》提出
推进符合条件的外国船级社对自贸
试验区内登记的国际航行船舶，实施
法定检验和单一船级检验。
朱民表示，临港新片区建设是党
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全方位高水平
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是交给上
海的一项新的重大任务，总体方案是
要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
自由贸易园区。按照这个定位，在下
一步推进中，临港新片区还将进行更
大力度、更大范围的扩大开放压力测
试，目标是为了营造一个各类要素自
由流动、合理配置的载体和平台，成
为中国开放型经济深度融入经济全
球化的主要载体。

孙绍骋到浦东调研
退役军人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洪浣宁）昨天上午，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
孙绍骋率队到浦东调研退役军人工作。市委常委、区委书记
翁祖亮，
副市长彭沉雷参加调研。
昨天一早，孙绍骋一行来到陆家嘴长城家园，参观国防
展厅、长城书屋，和正在家园进行量血压等健康检查的军休
老同志聊天，详细询问他们平时就医是否方便，如何安排退
休生活等。陆家嘴长城家园是上海首个社区国防教育基地，
被全国国教办、全国双拥办领导誉为“基层国防教育的样
板”。目前，长城家园的功能已经向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区域
化党建服务站和居民区“家门口”服务站延伸，设立退役军人
服务站、国防教育课堂，已经成为浦东最有特色的区域化双
拥工作全方位融合联动阵地品牌。
随后，孙绍骋一行来到上海中心 22 楼的陆家嘴金融城党
群服务中心，了解服务中心工作情况及设在这里的上海中心
（陆家嘴综合党委）
“红色课堂”运作情况。今年 7 月，浦东新
区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红色联盟”经倡议成立，旨在汇聚各方
资源，凝聚各方力量，形成尊崇军人、关心军人、成就军人的
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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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研究所效果图。

□上海交通大学 供图

李政道研究所即将突破
“正负零”
进入地上建设

预计明年 8 月基本建成 2022 年投入运行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四年前，
物理学巨擘李政道先生写信建议，参
照对世界科学发展有巨大影响的玻
尔研究所，在中国建立一家世界顶级
研究所。四年后，作为上海全球科创
中心重要创新平台——李政道研究
所在张江科学城内已进入建设加速
期。
记者日前从承建方——上海交
通大学了解到，李政道研究所将于 9
月突破
“正负零”开始地上建设，全力
推进基坑开挖和排水工作。根据最
新进程安排，预计 2020 年 8 月完成基
本建设，2022 年科研设备正式投入
运行。

将在三个方向开展
重大科学问题研究
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李
政道研究所于 2016 年挂牌成立，成

天 气

上海
27~34℃
小雨转多云

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
世界最灵敏的探测；
实验室天体物理
创新中心的重点任务和上海张江综
实验平台将利用高能量密度激光，
在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重要组成部
实验室再现和研究特定情况下天体
分。随后确定选址于张江科学城孙
的物理变化过程，并研究轴子的产
桥科创中心单元中部，建设用地约
生；
拓扑超导量子计算实验平台将研
41 亩，总建筑面积约 56000 平方米。 究拓扑超导材料、研制拓扑超导量子
2018 年 8 月 29 日宣告正式开建。
计算器件，
为拓扑量子比特计算的科
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 学问题进行基础性、前瞻性探索研
李政道研究所将着眼于 21 世纪国际
究。
公认的最重要的科学问题，
聚焦基础
科学中未来对人类认识自然有重大
定位
“世界级”
“国际化”
突破的、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
国际合作培养科研人才
的研究选题，将在粒子与核物理、天
文与天体物理、量子基础科学三个方
向开展重大科学问题研究。
据悉，
李政道研究所还将聚集一
记者了解到，李政道研究所整幢
群世界级的学术大师、建立若干个一
实验楼被分割成 22 间大小不一的实
流实验与理论研究团队、搭建一个国
验室，其中，
暗物质与中微子、实验室
际顶级的学术交流平台以及建设一
天体物理、拓扑超导量子计算是目前
个有特色的科普教育基地。
重点建设的三大实验平台。
这些功能，与李政道研究所的
其中暗物质与中微子实验平台 “ 世界级”
“ 国际化”定位有密切关
将建设世界领先的液氙粒子探测基
系。据上海交通大学方面透露，在
础设施，实现对暗物质和中微子研究
200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麻

PM 2.5
优

▼
良

良
轻度

中度

重度

严重

风力 微风

省理工学院教授弗朗克·维尔切克受
聘担任首任所长、李政道先生受聘担
任研究所名誉所长后，目前，李政道
研究所已经汇聚了包括诺贝尔奖获
得者在内的 30 余位知名科学家和青
年学者，
努力形成一个吸引国际顶级
科学家的重要平台。此外，
还成立了
以维尔切克所长领衔的科学事务委
员会，
定期讨论重要的学术事宜。
虽然还在建设阶段，
李政道研究
所的暗物质实验组与量子物理团队
已相继取得一些重要科研成果：
正式
发表了当时世界上灵敏度最高、曝光
量最大的液氙暗物质探测结果；
制备
出一种拓扑绝缘体，
在全球首次观测
到马约拉纳费米子。
据悉，
李政道研究所目前已与北
欧理论核物理研究所签订了共同培
养博士后协议，
加强国际合作培养科
研人才。未来，
这里将成为世界知名
的重大原始创新策源地、培育顶尖科
学家的摇篮，
推动我国的基础科学研
究从
“并跑”
向
“领跑”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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