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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段沙湿地一景。 □倪竹馨 摄

本报讯（记者 黄静）进入第四

季度，浦东新区完成今年目标任务

进入攻坚冲刺的关键阶段。昨日上

午，市政府副秘书长、区委副书记、

区长杭迎伟主持召开区政府工作会

议，要求按照全市的部署要求，对照

全年目标和“十三五”的各项任务，

总结回顾前三季度完成情况，决战

四季度，奋力稳增长，努力夺取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

杭迎伟指出，今年是浦东开发

开放 30周年，而立之年的浦东责任

在肩、使命重大，我们要牢记总书记

的嘱托，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以现

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以

现代化治理水平，创造高品质生活；

以推进“五个中心”、强化“四大功

能”为主攻方向，努力成为我国深度

融入全球经济格局的功能高地。今

年也是“十三五”的收官之年，我们

遭遇了百年来最严重的疫情冲击，

也是一个特殊之年。前三季度，面

对疫情不利影响和复杂严峻的形

势，大家一方面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落实常态化防控举措，

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加快

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为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奠定了良好基础；另一方面，

我们积极配合，认真完成各项督查

检查工作。

杭迎伟要求，着力抓好经济稳

增长，努力完成全年任务；要持续巩

固经济加速回升势头，以月保季、以

季保年，跑出决战加速度，跑出精彩

后半程。工业要保领先、稳万亿，继

续巩固工业领先优势，紧盯重点企

业和新增长企业，稳存量、挖增量，

确保工业增幅持续增大。财政要保

征收、促回升，同时把减税降费政策

落到实处。消费要扩需求，提品质，

通过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多维度

地拓展消费场景。市场主体要聚功

能、强能级，围绕强化“四大功能”，

大力发展“五型经济”，加快具有全

球资源配置功能、科技创新能力、产

业带动作用的高端机构集聚。

杭迎伟要求，着力加快重大工

程建设，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在道

路轨交项目、文体项目、教育卫生在

建工程、重点区域投资等领域，大家

要咬定目标不放松，抓住开工、竣工

关键环节全力冲刺，确保按节点完

成。要积极谋划和储备一批符合浦

东特色产业方向、有利于改善民生

的新项目，充实项目库，努力形成

“开工一批、在建一批、储备一批”的

循环体系，为今后的项目建设和经

济发展铆足后劲。

杭迎伟要求，着力发挥区属国

企主力军作用，在加快发展中展现

新担当、新作为。区属国企要继续

深耕浦东，当好主力军，在稳增长、

促投资、保民生中发挥引领性作用，

要全力投身浦东开发建设，要以进

步指数为导向，围绕“四个论英雄”，

在区域开发、战略招商、制度创新、

功能性平台建设方面持续发力；要

全力参与人民城市建设，在“老小旧

远”“医食住行”和基础设施建设等

重点领域，努力践行人民城市的重

要理念，服务市民幸福生活；要全力

提升品牌价值，全力加强企业内控

体系建设，进一步增强企业经营活

力、发展动力和市场竞争力。

杭迎伟强调，着力完成“十三

五”决战冲刺，打好收官之年的收官

战。围绕“十三五”目标任务，加快

指标梳理，剖析差距原因，查找症结

所在，把落下的进度补回来，争取如

期完成民生和生态环境等领域的指

标，抓紧推进，确保完成，兑现对群

众的承诺。四季度，要慎终如始，抓

好秋冬季疫情防控，主动应对秋冬

季节的新情况、新问题，时刻绷紧防

控这根弦；要全面压实安全生产责

任，发挥好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加

强对重点领域的安全生产大检查；

要制定好“十四五”规划和及早谋划

明年工作，围绕浦东新一轮发展，深

入思考管全局、利长远的本源性问

题、关键性变量、战略性任务、标志

性项目，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

编制。

区领导董依雯、姚凯、徐长华、

吴强、杨朝、陈彦峰、吕雪城参加会

议。会上，董依雯通报秋冬季疫情

防控工作情况以及“十三五”收官和

“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情况，姚凯

通报重大工程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

情况，杨朝通报稳外资、稳外贸工作

推进情况，吕雪城通报就业和养老

相关工作情况。区政府还举行了任

命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仪式。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检验检测作为国务院明确重点发

展的八个高技术服务业之一，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昨天

下午，2020年长三角高技术服务业质量提升示范试点建设活动

在浦东举行，“五市一区”打造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发展升级版，

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再添飞翼。中检集团副总裁、中国

质量认证中心主任陆梅，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一级巡视员沈伟

民，浦东新区副区长吴强出席活动。

强强联手，形成共治共享“组合拳”

浦东作为上海做强做优“四个功能”的核心区域，在去年搭

建长三角主要城市（区）质量合作框架基础上，此次再次携手江

苏省南京市、浙江省宁波市、江苏省苏州市、江苏省无锡市、安

徽省黄山市等 5个市市场监管局，聚焦长三角区域高技术产业

特色和检验检测认证行业特点，共同开展“长三角高技术服务

业质量提升示范试点”建设。

活动现场，“五市一区”的市场监管部门、中国质量认证中

心与参与示范试点建设的高技术产业园区、以及相关检验检测

机构，围绕共同推进长三角高技术服务业质量提升，分别签署

了4个合作协议，通过区域合作、政企合作、行业合作、技术合作

四类合作，多维度、立体化开展示范共建，共促检验检测认证行

业高质量发展。当天，聚焦“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五市一区”

携手推进建设的国家检验检测认证公共服务平台示范区“网上

平台”正式启动。通过打造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服务平台，“五市

一区”为检验检测机构畅通交流渠道、为企业和市民提供“不见

面”“高效能”服务、为智慧服务、智慧监管提供技术支撑。

“五市一区”在高技术服务业发展方面各具优势，浦东市场

监管局局长吴伟平表示，各合作方将深化集约化的发展路径，

紧扣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要求，各展所长，更好服务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战略。

打造一体化提升“新高地”

近年来，长三角区域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发展迅速，以浦东

新区为例，2019年度浦东纳入统计的检验检测机构196家，同比

增加 14.62%；营业收入 52.78亿元，同比增长 18.29%；共有从业

人员为11930名、实验室面积48.77万平方米。纳入统计的认证

机构 35 家，同比增加 25%，占全市总数的 26.52%；营业收入

11.53亿元，同比增加10.02%；从业人员为2839名。长三角区域

检验检测认证行业企业集聚，“国家公共检验检测认证服务平

台示范区”也在浦东新区等多个城市（区）成功创建。

此次示范试点建设中，“五市一区”还注重通过行业内广泛

合作，各取所长、优势互补，共促产业做大做强。活动中，上海浦

公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华测品标检测认证技术有限公

司、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宁波有限公司、苏州集成校准检测认证有

限公司、无锡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安徽省茶叶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黄山）等6家单位，牵头代表“五市一区”38家检验检测

机构，签署了《共同推进高技术服务业质量提升合作协议》。通过

搭建“政府、行业、机构、产业”交流合作平台，进一步整合各类优

势资源，构建强有力的长三角城市质量技术基础支撑体系。

中检集团上海公司兼宁波公司总经理杨毅表示，通过“政

府搭台，企业唱戏”，有利于检验、检测、认证机构的全方位协同

运作，进一步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添动能。

今后，各合作方还将积极探索人员专家、检测设备、人才培

训等交流共享机制，建立完善区域质量（检验检测认证）专家

库，定期联合开展专业比武，促进技术合作，并通过数据赋能，

推动化解行业瓶颈难题。

本报讯（记者 沈馨艺）昨天，位于迪士尼小镇的建筑“迪

士尼小镇湖畔”正式移交给虚拟现实行业领先品牌当红齐天集团

（SoReal），用于打造大型的全新SoReal超体空间。据悉，SoReal
超体空间体验计划将于2021年向游客开放，为游客打造独家定制

的前沿娱乐体验，进一步丰富迪士尼小镇的整体游客体验。

据了解，在这个 SoReal超体空间里，将展现虚拟现实及增

强现实技术，更有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游客特别设计创作、度

身定制的创意体验。届时，游客可以沉浸于独特娱乐体验中，

开启一段探索全新虚拟现实及增强现实模拟体验的旅程，感受

领先科技的特别乐趣。

“迪士尼一直以来始终走在技术发展的前沿，努力让游客

能一窥未来世界的奇妙。”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总裁及总经理薛

逸骏表示，“希望 SoReal的入驻能为游客带来领先的虚拟现实

娱乐体验，也让游客在迪士尼小镇的整体游玩体验变得更加丰

富多彩。”

对于能在迪士尼小镇呈现独具特色的虚拟现实体验，北京

当红齐天国际文化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十分欣喜。“迪

士尼度假区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集团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齐笑表示：“我们很高兴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为游客提供特别

设计的娱乐项目，丰富大家的游玩体验。”

■本报记者 章磊

阳光挥洒、海风吹拂，位于长江

口外的上海市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

区一片宁静祥和。偶有几只飞鸟从

芦苇丛中飞起，掠过浅滩，又落入另

一片草丛中。

九段沙湿地被称为上海“最后

的处女地”，保持着原生态的湿地自

然环境。然而长江口的违规捕捞，

一度威胁着这块处女地。“长江大保

护”战略启动后，一项项工作方案和

行动出炉并得到落实，维护着九段

沙保护区的生态安全，贯彻长江流

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生

态保护发展战略。

秋意渐浓，南迁过冬的候鸟，已

经开始逐渐在九段沙显露身影。上

海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署保

护科工作人员康亮告诉记者，湿地里

的绿翅鸭、斑嘴鸭等近期开始变多。

九段沙保护区2005年晋升为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它是一块河口海

岸型湿地，总面积约 420.2 平方公

里，包括上沙、中沙、下沙、江亚南沙

及附近浅水水域。由于这片区域位

于候鸟迁徙路线上，每年秋冬季节

都会有大量候鸟在此停歇、觅食。

而九段沙湿地水域，淡水与海水交

汇，营养盐类丰富，是鱼类等水生动

物栖息、索饵、繁殖的良好场所，由

此形成了以凤鲚、刀鲚、间银鱼、白

虾和冬蟹为特色的五大渔汛，以及

蟹苗和鳗苗两大苗汛，成为著名河

口渔业区。

丰富的渔业资源，也引来了各

类非法捕捞行为，一度威胁着这片

湿地和前来过冬的鸟类。康亮介

绍，在长江口非法捕捞的渔船，此前

经常在九段沙水域布网，甚至将渔

船停靠在九段沙的潮沟里，并在湿

地上堆放各种杂物，对原有的生态

体系构成威胁。

为此，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

管理署始终在开展各类打击行动，

保护这片处女地。“长江大保护”战

略启动后，2019年 9月，浦东新区成

立了专项整治小组，拉开了长江口

专项整治工作的序幕。

一年期间，新区各职能部门联

合行动，打击各类非法捕捞行为。

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署与渔

政、海事、公安、边防等部门共同建

立长江口水域禁捕管理专项整治联

勤联动机制，组成执法船艇编队，采

取不定期整治方式，打击并遏制违

法捕捞。去年 10月至今，各部门开

展执法清理行动 106 次，驱赶渔船

161艘，查获涉渔“三无”船只 19艘，

清理渔网 354具，插网竹竿 1166根，

浮子 1838个，收缴渔获物 433.3斤，

行刑对接移送刑事案件 2 起，共 5
人。另外，针对渔船在湿地潮沟里

“藏身”的情况，管理署使用了无人

机巡查，同时开展拦截设施建设，防

患于未然，增强长效管理能力。

“经过整治后，如今各类生物的

数量有了明显增加，整个生态链更

加稳固了。”康亮说。

持之以恒的禁捕工作，让九段沙

湿地的自然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截

至 2019年的累计监测结果显示，九

段沙现有高等植物 61种；昆虫 510
种；大型底栖动物 115 种；鱼类 135

种；鸟类 18目 48科 214种，其中，国

家一级保护鸟类有东方白鹳、白头

鹤、遗鸥 3种；二级保护鸟类有小天

鹅、黑脸琵鹭、黄嘴白鹭等24种。湿

地的生物多样性也在提升。2019年

的基础监测中，九段沙湿地又发现了

9种新记录物种，包括2种高等植物、

3种底栖动物和4种鸟类。

曾经的渔民顾军，如今是管理

署的一名“编外”工作人员，参与湿

地的鸟类和环境监测已经有多个年

头。他告诉记者，现在在九段沙湿

地和附近水域监测时，经常能遇到

惊喜。

“我们之前监测到的灰背隼，这

样的猛禽以前都很难看到，现在也出

现在湿地了，这说明生态环境越来越

好了，禁捕行动功不可没。”他说。

杭迎伟主持召开区政府工作会议

努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长三角高技术服务业质量提升示范
试点建设活动在浦东举行

“五市一区”联手打造
检验检测行业升级版

大型虚拟现实空间
将登陆迪士尼小镇

长江口水域禁捕工作显成效

上海“最后的处女地”九段沙湿地生态提升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昨晚，第

五届陆家嘴金融城国际咖啡文化

节，在上海城区规模最大的开放式草

坪——陆家嘴中心绿地拉开帷幕。

正值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之

际，陆家嘴金融城国际咖啡文化节

历经5年时间培育，已成长为上海乃

至全国咖啡领域标志性的文化活

动。爱的感恩与传递，不仅是 2020
年的年度热词，更是本届咖啡节的

年度主题。去年参加第四届咖啡文

化节的浦东新区辅读学校梦工坊咖

啡吧的特殊员工，他们将亲手制作

的7000多杯咖啡，送到了战疫一线，

投喂医护、机场防疫、环卫保洁、物

业管理、快递小哥。

今年咖啡节开幕式现场，就有爱

的延续。来自东方医院、浦东新区卫

健委、陆家嘴街道临江财富居委的抗

疫工作人员，与来自梦工坊咖啡吧的

“唐宝”咖啡师殷昊相见，并了解如何

制作一杯好咖啡。“在社区抗疫过程

中，我们收到的不只是一杯咖啡，而

是全社会的关心关爱。”感动于这群

本该被社会关爱的特殊孩子，临江财

富居委工作人员杨婧说道：“我想对

你们说谢谢！谢谢‘唐宝’！”

开幕式现场除了感人之外，上

海交响乐团优秀演奏家组成的“北

极星弦乐四重奏”，在绿地上带来了

裹挟着咖啡香气的音乐表演；市民

游客还欣赏到二胡演奏家赵磊现场

演绎《二胡无限动 Erhu of Endless
Possibility 》以及《一步之遥》。随着

“昆曲王子”张军压轴登场，经典碰

撞现代的表现方式，令现场观众心

旷神怡。

从昨日上午开始，陆家嘴中心绿

地将连续四天将变身成为飘散着独

特咖啡香的“高品质生活馆”。市民

游客除了可以邂逅咖啡师、艺术家、

音乐家，还可参与户外露营俱乐部、

复古怀旧派对、草坪音乐现场等丰富

活动。上海有恒博物馆也“空降”到

了咖啡节现场。这家聚焦海派文化

的博物馆，把一家复古照相馆也搬来

了。游客可以在其中感受上海海纳

百川、大气谦和的城市气质。

一杯好咖啡 温暖一座城
第五届陆家嘴金融城国际咖啡文化节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