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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正赴浦东调研汽车、集成电路、航空等领域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鼓足干劲抓发展稳增长夺取双胜利
本报讯 （解放日报记者 孟群舒）上海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龚正昨天调研汽车、集
成电路、航空等领域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时
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按照市委的部署要求，
在确保疫
情防控到位的同时，努力为企业提供更精
准的服务，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有力推动
企业加快复工复产复市，鼓足干劲抓发展、
稳增长，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双胜利。
昨天下午，龚正一行首先来到位于浦
东的上汽通用凯迪拉克专属工厂。负责人
说，该公司上海地区各工厂已全面复工。
市领导乘坐电瓶车察看工厂总装车间生产
线，产业工人在自动化设备辅助下，
有条不
紊地进行装配作业。来到上汽通用最新车
型前，龚正详细了解产品性能和创新设计，
与企业负责人交流汽车产业发展趋势。龚

正指出，
上海是汽车重镇，
要持续提升产业
基础能力，
根据疫情形势变化，
优化调整国
际产业链布局，
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市领导察看沙盘模型，
走进展示厅，
就全球
芯片产业链分工布局情况，与企业负责人
深入交流。企业负责人说，中芯国际已实
现 14 纳米芯片量产，下一代工艺研发进展
顺利，目前企业产能利用率 100%，复工率

达到 96%。随后，市领导来到平头哥（上
海）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听取企业助力抗
击疫情、开展人工智能芯片设计研发等情
况介绍。龚正指出，上海是我国集成电路
产业链最完整、集中度最高、综合技术能力
最强的地区之一，
希望更多企业扎根上海，
继续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全力打造产
业高地。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承担着

三个型号商用飞机的设计研发、试验验证
及关键技术攻关等任务。在中国商飞董事
长贺东风陪同下，市领导察看公司研发实
验室，并登上 C919 展示样机，察看驾驶舱
和客舱。
“上海将全力服务国家战略，支持
中国商飞发展。”龚正指出，希望企业集聚
国内外优秀人才，
加大科技研发力度，
努力
打造拳头产品，
加快构建大飞机产业体系。
市领导吴清、翁祖亮参加相关调研。

翁祖亮调研企业
复工复产复市情况

昨天，浦东游泳爱好者在恢复开放的源深游泳馆内畅游。

本报讯 （记者 洪浣宁）昨天上午，
市委常委、
区委书记翁祖
亮走访扬子江药业集团上海海尼药业有限公司和上海红星美凯
龙浦东沪南商场，
检查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复市情况，
对两
家企业积极参与浦东经济社会发展表示感谢，
并和企业负责人座
谈，
围绕企业发展远景、
引进人才等话题进行深入交流，
了解企业
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推动企业在浦东更好发展。
翁祖亮说，当前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是严防境外输入风
险，浦东将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强化精准施策，全力以赴守好
上海的“东大门”。与此同时，要继续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复工复产复市，深入走访企业听取意见建议，为企业发展
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双胜利。
扬子江药业集团上海海尼药业创建于 2001 年 9 月 11 日，位
于周浦镇，是扬子江药业集团在泰州外成立的第一家全资子公
司。区领导察看企业复工及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并和企业负
责人座谈。翁祖亮说，
浦东提出到 2025 年，
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力
争突破 2000 亿元、
实现 3 倍增，
药企未来在浦东将有很好的发展
空间，
希望海尼药业在做好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的同时，
积极主动
恢复生产经营，
积极抢占价值链中高端，
全力做大做强品牌。
上海红星美凯龙浦东沪南商场 2010 年 5 月开业，弥补了当
时浦东地区没有超大规模家具建材商场的空白。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红星美凯龙已经经营了 87 家自营商场。区领导察
看企业复工及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并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
疫情防控工作方面的建议。翁祖亮说，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正在
全面步入正常轨道，希望企业抓住行业和产业变革机遇，结合
区域发展目标规划，在转型升级中谋求发展突破。浦东将继续
强化对企业的精准服务，推进相关各类支持措施快速落地，进
一步为企业纾困。
副区长王华参加调研。

□本报记者 郑峰 摄

浦东首家区级游泳场馆复工
本报讯 （记者 曹之光）昨天上
午 7 点，闭馆整整两个月的源深游泳
馆恢复开放，
成为浦东首家复工的区
级游泳场馆。
昨天上午 8 点，记者来到源深游
泳馆馆外，看到游客佩戴口罩、测体
温，主动出示“随申码”，做好个人信
息登记后有序进场。

步入泳池区域，
记者看到泳客在
下池前，
脱下了脸上的口罩。首批泳
客中，不少人对场馆严格的清洁、防
疫举措表示“很放心”。泳客吴女士
笑着告诉记者：
“两个月没游泳了，
真
的很开心，加强运动才能强身健体，
抵抗疫情。”另一名泳客鲍先生则表
示：
“室内游泳馆能够恢复开放，
说明

上海疫情控制得很不错。
”
记者发现，
除了泳池旁的救生员时而提醒
“不要
扎堆”，泳客们也自觉保持 1 米以上
的距离，
表现出极强的防疫意识。
“目前，泳池只开放早、中、晚三
个时段，
各两小时。市民游泳须线上
预约，每个时段控制在 150 人以内，
相当于按照核定承载量的 30%进行

限流。
”
源深游泳馆馆长谢菁介绍，
每
个游泳时段结束后，
场馆都将打开玻
璃窗通风，并对室内各区域进行消
毒。水质也将按规定每两小时检测
一次。更衣柜则被分为相互间隔的
A、B 两组，一个时段使用后，包括钥
匙、更衣柜都将进行消毒，用轮替方
式确保安全。

山姆会员旗舰店将落户外高桥
可提供 1100 余个会员专享停车位 预计 2021 年开业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近日，
外高桥集团股份旗下上海市外高桥
保税区新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发展公司）同沃尔玛正式签约，标
志着山姆会员旗舰店将落户浦东外
高桥地区，计划将于 2021 年开业。
这也是山姆在上海的第三家店。
记者从新发展公司了解到，
作为
山姆会员旗舰店，
该项目将成为其在
国内运营的最大独栋建筑，
建筑总体
量约 7 万平方米，包含国内单层面积
最大的山姆店，
以及涵盖餐饮、
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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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及教育等领域的服务区域。
据悉，落地外高桥的山姆会员
旗舰店，提供可容纳 1100 余个会员
专享停车位的智能停车场，满足会
员全方位的高品质服务需求，为会
员带来全新独特的体验。该项目选
址外高桥新发展南区的服务分区，
紧邻五洲大道与东靖路，30 分钟车
程可达浦东的全部核心区域和浦西
的五角场、新江湾城等片区。
沃尔玛方面表示，凭借对中国
会员的了解和未来发展的前瞻性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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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无论是在商品和购物体验上的
巨大投入，还是购物空间和会员服
务区域的布局和设计，旗舰店将购
物、休闲和娱乐融为一体，而不会仅
是一个普通的购物场所。
“我们非常
兴奋地在山姆快速发展的宏图中迎
来旗舰店，这代表了我们对会员和
中国市场的承诺。”山姆会员商店中
国业务总裁文安德表示。
外高桥方面表示，作为该地块
引入的第一个商业体项目，山姆会
员旗舰店将凭借其强大的品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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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及专业的商业运营经验，进一
步有效提升外高桥保税区周边配
套商业的能级，不仅为周边“三高”
区域及森兰国际社区提供差异化
的生活配套服务，同时也对产业园
区进一步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高端研发机构等业态入驻有着重
要的支持作用，对推动新发展南区
开发、完善自贸区营商环境具有积
极意义。
预计到 2022 年底，山姆在中国
将有 40-45 家开业及在建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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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迎伟调研企业
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情况
本报讯 （记者 黄静）昨天上午，市政府副秘书长、区委副
书记、区长杭迎伟前往达能亚太（上海）管理有限公司、昂华（上
海）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和德尔格医疗设备（上海）有限公
司等企业走访，了解企业复工复产及疫情防控情况，帮助企业
解决实际困难。
达能亚太（上海）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跨国食品饮料公司，
旗下拥有众多知名的国际品牌和发展强劲的当地品牌。杭迎
伟对企业在疫情防控和浦东经济社会发展中所作的贡献表示
感谢，希望企业把更多的研发机构、研发中心集聚到浦东，发挥
好进博会溢出带动作用，
进一步促进市场消费。
昂华（上海）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提供工厂自
动化解决方案。区领导了解了公司智能及高精度的装配技术
和测试技术等情况，并听取公司负责人作相关情况介绍。德尔
格医疗设备（上海）有限公司是德尔格医疗的子公司，是德尔格
全球布局中重要的研发、制造中心之一，其麻醉机、吊塔及多种
配件耗材等均已在中国进行生产制造，并将引入呼吸机及最新
一代麻醉机在中国生产。在和企业负责人交流时，杭迎伟说，
浦东要把产业链打造好，将一万亿元工业总产值的优势惠及到
产业链中，
让更多企业受益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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