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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港新片区

滴水湖畔空气清新美景如画
——爱上临港的理由·生态篇
中之地。
国庆假期，如织的游人聚集在环湖景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临港吸引了超
观带。漫步景观带，可以极目远眺开阔湖
过 43 万人次的游客。空气好，生态好，环
面，感受清新海风；
可以观赏景观带里的花
境好，成为游客对临港新片区的第一感受。 花草草，养养眼；
还可以在大片的草坪上搭
事实上，清新的空气、良好的生态和环
个帐篷，带上孩子奔跑撒欢。
境已经成为临港这个海边新城的标配和名
滴水湖环湖景观带还有数十个游乐区
片。这让住在临港的人幸福感满满，也吸
域免费开放，并根据不同年龄段设置了不
引着众多的游客的到来。
同的游乐设施。距此不远处，刚建成不久
的春花秋色公园一期已经开放，二期也即
将开放。就在这个国庆节前，
三面环水、占
环境优美的新城
地 136 亩的芦潮港公园又开园，成为一个
从沪芦高速临港收费站出来，一路沿 “生态半岛”
。
着申港大道向东行驶，浓郁的南方海滨小
另外，还有已经成为临港地标之一的
城风情扑面而来。马路宽阔干净，路两边
南汇嘴观海公园，
矗立海边的司南鱼雕塑，
和中间隔离带上各种高低错落的绿化树木
成为很多摄影大片中临港星空的绝佳前
随风摇曳，阔大的棕榈树更是平添了几分
景。家住周家渡街道的刘老伯和老伴前几
热带风情。
日来到临港游玩，就在南汇嘴观海公园留
驱车沿申港大道前行，可以一直到滴
下了开心瞬间。
水湖边不远处。这个圆圆如一滴水滴落大
“最近经常看到临港的新闻，
我们还没
海的人工湖，在 2002 年与临港主城区启动
来过，就想过来感受感受，环境是真不错，
建设同时开挖，总面积有 5.56 平方公里，比
空气也好，怪不得那么多人来。”刘老伯说。
杭州西湖略小，是我国在海滩上开挖的最
大人工湖。
在临港感受
“诗和远方”
如今，围绕这个湖的一圈，是临港主城
区的核心，逐步建起的环湖景观带更是临
除了优美的环境，良好的空气质量也
港地区最核心的公共开放空间和滨水活动
是临港的一个标签。在申港大道、环湖西
空间，成为临港居民和游客休闲游玩的集
路路口，有一块巨大的电子显示屏，
实时更
■本报记者 陈烁

新显示着临港地区的空气质量。
PM2.5 年均值全市最低，全年空气质
量优良率在 80%以上，主城区绿化覆盖率
高达 65%等一系列生态数据，都使临港更
加成为宜居之地。
在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任教
的张东升副教授，2012 年从美国回来就定
居在了临港。
“第一次到临港，就喜欢上了
这个年轻美丽而又充满活力的海边新城。
于是，我在这里安家立业，成了临港人，每
天匆匆忙忙，
为事业打拼，
也习惯了临港碧
水蓝天的优美景色。”张东升说。
在他看来，临港是座生态之城。
“ 美丽
的海岸线，
广阔的芦苇地，
郁郁葱葱的树林
和星罗棋布的水塘，临港新城的自然生态
给我们呈现了身边的
‘诗和远方’。 ”
他的女儿乐乐在临港出生，如今已经
上幼儿园。放学后或节假日时，他会经常
带着女儿去滴水湖旁边的儿童郊外公园或
春花秋色公园玩。在公园里，父女两人在
草坪上奔跑、踢球，或是到公园里的湖边，
教女儿指认各种不同的鸟。
在张东升住的小区附近，最近又多了
一个黄日港调蓄湖，这让他十分欣喜：
“现
在晚饭后或周末时我会经常到这边来走
走，湖面很开阔，湖上和岸边生态也很好，
经常能看到很多不同鸟类，这对于喜欢观
鸟的我来说是一个福音。”

在临港生活居住 7 年，张东升眼看着
临港的环境越来越好，各种公园、绿地、湖
面越来越多。他说：
“这是我喜欢住在临港
的一个重要原因。”

海绵城市为生态加码
成为自贸区新片区，临港的规划、开
发、建设、运营、管理全过程更要对标最高
标准、最好水平。海绵城市建设，
成为为临
港新片区生态建设加码的一个助力。
临港新片区是国家海绵城市试点区
域，
不管是滴水湖景观带，
还是春华秋色公
园，
以及黄日港调蓄湖等，
都与海绵城市建
设有关。
从 2016 年 4 月成为海绵城市建设试点
后，临港的海绵城市建设任务已基本完
成。整个海绵城市建设，涵盖了海绵型小
区、海绵型道路、海绵型校园以及海绵型公
园绿地、河道等。
在 26 个海绵化改造的小区，因地制宜
选用了雨水花园、高位花坛、透水铺装、地
下调蓄净化设施等各类海绵技术措施及其
组合，
就地对雨水进行消纳和净化；
在海绵
型道路上，透水铺装、路边旱溪及雨水花
园、人工湿地等，
一方面使雨水迅速渗入地
表，
另一方面也为道路增添了风景；
海绵型
校园则结合校园内部分积水问题和景观提

升需求，
使校园更加美丽。
海绵型公园绿地、河道是临港海绵城
市建设的一个重点。在临港，新改建公园
绿地有 500 多公顷，新开河道 40 多公里，新
增调蓄湖面 51 公顷，这些系统工程在平时
发挥水质净化作用，同时新增水系和调蓄
湖在暴雨时可提供超过 90 万方的调蓄容
量，
极大提高临港应对暴雨的能力。
去年，临港家园服务站和绿化休闲广
场经过海绵化改造后，
焕然一新成为了
“口
袋公园”。改造前，
绿化休闲广场很多绿植
枯死、景观也比较单一，
特别是一到雨量较
多的春夏季节，广场上就会大片积水，老
人、小孩容易滑倒。而在经过改造后，
这座
家门口的公园被附近的居民赞为“有水有
景有灵性”
。
春花秋色公园 B2 区建有大量湿塘、湿
地等绿色海绵设施，
起到调蓄功能的同时，
也使公园更为多彩。黄日港调蓄湖建成
后，则新增了 23 公顷调蓄湖面，用于接收
周边区域排放雨水，也为很多鸟类和鱼类
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相关人士表示：
“随
着临港新片区的落地，海绵城市建设将为
新片区建设提供更加优越的城市生态和人
居环境，也将为上海市以及全国类似地区
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借鉴。”

与企业家在新片区的
舞台上共赢发展
点亮新片区的夜

上海临港新侨新兴产业园入驻项目集中签约
落地 ，将有利于推进临港创新创业带
■本报记者 须双双
的产业集聚和转型。
临港新片区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
作为首批签约入驻的 9 家企业之
扎根落户。日前，位于临港新片区先行
一，众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浩
启动区范围内的上海临港新侨新兴产业
天说：
“临港对企业的支持力度、上下游
园举行了首批入驻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产业的集聚以及园区的优质环境，让我
新侨新兴产业园作为上海临港产业
们选择临港。随着新片区的揭牌，一系
区创新创业带的首发项目，旨在打造国
列特殊政策扶持，
对我们吸引人才、留住
际化、前沿性、产业化、高能级的高科技
人才也带来了更多优势。”
产业园区。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据了解，上海临港新侨新兴产业园
副总裁翁恺宁表示，此次签约的项目都
总建筑面积约为 21 万平方米，于 2016 年
是拥有核心技术的行业佼佼者，国内外
12 月正式开工建设，目前已经基本建
市场空间广阔。临港集团将努力当好
成，预计将在 2019 年 12 月完成竣工，于 “五星级”店小二，与企业家在新片区的
2020 年正式开园。
舞台上共赢发展。
上海临港创新经济发展服务有限
当天，产城公司与鲁信创投等基金
公司总经理龚伟介绍 ，通过产业集群
公司、交大等高校产学研平台、中控集
招商 ，园区已经吸引了一批符合临港
团、让多塞实验室等海外合作机构，
进行
新片区产业定位的优质企业落户。此
了园区产金融合联盟、产学研融合联盟、
次 签 约 客 户 9 家 ，意 向 储 备 客 户 十 多
国际技术交流服务平台的授牌仪式。今
家，这些企业大多来自集成电路、5G、 后，这些联盟和平台将为园区企业提供
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智能制造
功能丰富的交流平台以及全方位的产学
等新兴产业领域的行业翘楚 ，它们的
研转化服务。

繁荣与从容

7 天 40 多万人次来到滴水湖畔，
新片区挂牌月余，正逢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喜气的日子里，
临港新片区迎来
了喜气的人流。
环湖景观带、临港金融大厦商圈、
海昌海洋公园、春花秋色公园等等，无
论是室内还是户外，满眼可见全家出
行的游客。
虽然车流、人流如织，但忙而不
乱，不见车辆乱停放，
也没有市民发牢
骚。这座海边新城变得繁荣的同时，
临港人的迎客也比以往更加从容。
从容，折射了临港应对大客流各
项保障工作的预判到位，更反映了这
座海边新城日益成熟的配套。
如果人往一处挤，必定会拥堵。
前几年举办的美食节，游客排队两小
时才吃上一串烤肉便是一例，最后不
得不实行“只出不进”的限流措施，志

愿者喊到嗓子哑掉。如今，临港各类
饭店餐馆林立，有海鲜坊、农家菜、日
料店、肯德基、星巴克；住，也不成问
题，有五星标准的皇冠假日酒店，
也有
能“躺在床上看日出”的智选假日酒
店，锦江之星、如家等快捷酒店也能提
供多样选择。
而滴水湖畔、滩涂之上的众多休
闲旅游“打卡”地，让游客在各取所需
的同时，成功分散了人流。
新片区旅游渐热，保障应对走向
常态化至关重要。因为即便是双休
日，数以万计的游客徜徉滴水湖边，
这
也必将成为常态。
“来临港旅游的人数，每年约有
20%以上的增加。”新片区管委会经
贸办相关负责人说，随着冰雪世界、
天文馆项目的完成，预计明年，每年
来临港的旅游人数或将达到千万
级。
“ 但我们有足够的能力让客人点
赞”，他自信地说。
张开双臂，新片区必将迎来八方
来客，我们也相信，
这座海边新城也将
变得愈发从容。
潘永军

每当夜幕降临，
海昌海洋公园
“星光夜
场”开启，200 台无人机，或在夜空“画”出
美人鱼的造型，或变换成“我爱中国”的字
样。与此同时，
居民区的一扇扇窗户里，
温
暖的灯光渐次点亮着这座海边新城，即便
到了深夜时分，
也有商家的灯依然亮着，
迎
候晚归的市民或游客。
临港的夜空一度与漆黑为伴，夜经济
几乎空白。人们能在海边拍到银河的璀
璨，却难以找到一家亮着灯的咖吧。居民
区的幢幢楼房里，
灯光零星；滴水湖畔的条
条马路上，
人迹寥寥。
如今，
点亮这座城市的，
有公园上空的
无人机，
有环湖步道上的景观灯，
有居住于
此的临港人，有马路上疾驰的小汽车，当
然，
也有在新片区管委会里加班、
为了国家
战略而当好
“店小二”
的公务员，
等等。
夜幕降临，
滴水湖畔的夜，
正变得温暖
而美丽。
本报记者 潘永军 文
海昌海洋公园 供图

当好
“店小二”跑出加速度
——记上海临港产业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王振富

■本报记者 须双双
先后引入寒武纪、科大讯飞、积塔半导
体等国内外重磅产业项目，助力特斯拉项
目落地……十多年来，
王振富深耕临港，
带
领团队以专业和高效跑出一个又一个“临
港速度”，推动临港地区产业发展和城市更
新。他的故事，
也是众多临港
“店小二的缩
影。
今年 1 月，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在临
港开工建设，这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外资股
比放开后首个外商独资项目，也是上海有
史以来最大外资独资制造业项目。短短一
年时间，
特斯拉项目从引进、开工建设到投
产，这在全球大型制造业内几无先例。特
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在不同场合多次感慨上
海服务和临港速度。
而在这份高效的背后，王振富所在的
临港集团花两年多时间完成了前期准备工
作。作为与特斯拉沟通最多的团队领头

羊，
引进特斯拉项目前，
王振富为了搞懂新
能源汽车的各项指标，
专门拜访了电子、软
件专家、互联网等不同领域的专家。他说：
“只有多做功课、早点预判，才能给企业提
供精准的服务。”
为了给特斯拉超级工厂一期“让地”，
他带领团队与现场工作单位开展交叉施工
密集作业，2 个月时间干完各项土地工
作。而如今，他还在思考着如何为特斯拉
提供后续的精准服务，
“包括员工的食宿和
交通，
需要各方进一步沟通。”
这绝不是对特斯拉特别
“用心”
。
“为人
处事严谨，对公司的熟悉程度不亚于内部
高层，无事不打扰，有事必躬身，让企业获
得良好的发展。”王振富负责引进的某一个
项目的负责人如此评价他。
2003 年，市委、市政府做出开发临港
地区、建设临港产业区的重大战略决策，
规
划面积 247 平方公里的临港产业区横空出
世，由临港集团负责开发建设。2006 年，
王振富受临港集团委托，
来到临港分城区，
兼任临港芦潮港公司总经理，从此开启了
与临港的不解之缘。
王振富是学者出身，他曾在国内一类
期刊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编撰经济类著
作十余部，不断学习钻研也成为是他的工

作特点，
他的专业与细致，
让他能跟企业更
好地沟通奠定了基础，也成为打动不少企
业的理由之一。
十多年间，王振富担任过临港集团下
属七家子公司的“一把手”，在他手中交出
了一份又一份漂亮的答卷。面对集约利用
土地，他带领团队攻坚克难解决征地农民
安置和制造业导入的配套需求的重要任
务，让 3 万多名农民得以安置，推动临港东
四镇初步完成了城镇化改造；2015 年，王
振富受命筹组临港科技城公司，兼任公司
董事长，负责 7 平方公里临港科技城规划
建设，两年的时间里，他推动集科创研发、
产品发布、学术交流、技术共享、共性实验
功能为一体的“创新晶体”拔地而起，中科
院脑智工程云平台、上海智能制造研究院、
信通院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等一批共性研
究平台落户……
如今，随着特斯拉带来的发展乘数和
倍数效应迅速释放，
不到一年时间，
围绕集
成电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新兴领
域的重特大项目纷至沓来。
“临港人的追梦才刚刚开始。革命人
永远是年轻，
我们将秉持时不我待、敢破善
立的奋斗精神，继续当好‘店小二’。”王振
富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