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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全球投资促进大会举行 李强出席并见证项目签约

216个项目集中签约 总投资4898亿元
龚正启动上海全球招商合作伙伴计划“五个新城”和一批特色产业园区民企总部集聚区全球招商
本报讯 （谈燕）2021 年上海全球投资
促进大会昨天上午在上海中心举行，总投
资 4898 亿元的 216 个重大产业项目集中签
约，
“五个新城”和一批特色产业园区、民营
企业总部集聚区面向全球招商。这是上海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工作的
重要指示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又一重大
举措。市委书记李强出席大会并见证项目
签约，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启动上海全球
招商合作伙伴计划。
李强、龚正等市领导会见了部分全球
招商合作伙伴代表和相关企业代表，同与
会嘉宾亲切交流，共话未来发展。市领导
表示，上海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创新发展的
沃土，面向“十四五”，上海将持续优化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依托“五个新
城”和特色产业园区、在线新经济生态园、
民营企业总部集聚区等平台载体，加快建
设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打造海内外
企业投资首选地、集聚地，努力做到好项目
不缺土地、好产业不缺空间、好应用不缺场
景、好创意不缺人才、好团队不缺资源。诚
挚欢迎全球优秀企业、机构和人才来上海
投资兴业，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寅在会上作

产业、高浓度集聚创新要素，嘉定新城要打
响
“国际汽车智慧城”
品牌，
青浦新城要打响
“长三角数字干线”品牌，松江新城要打响
“G60科创走廊”
品牌，
奉贤新城要打响
“东方
●面向“十四五”，上海将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依托“五个新城”和特色产
美谷”品牌，南汇新城要打响“数联智造”品
业园区、在线新经济生态园、民营企业总部集聚区等平台载体，加快建设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打造海内外企
牌。市、区两级将携手加快新城产业升级、
产城融合、功能提升，努力将“五个新城”建
业投资首选地、集聚地，努力做到好项目不缺土地、
好产业不缺空间、好应用不缺场景、好创
设成为各类市场主体和人才成长的新热土。
意不缺人才、好团队不缺资源
继去年 3 月全市首批 26 个特色产业园
●进入新发展阶段，上海加快优化市域空间格局。
“五个新城”将高起点布局高端产业、
高
区集中发布，此次会上又正式发布第二批
14 个特色产业园区和 3 个民营企业总部集
浓度集聚创新要素，嘉定新城要打响“国际汽车智慧城”品牌，青浦新城要打响“长三角数字干线”品牌，松江
聚区。包括“张江在线”
“长阳秀带”在线新
新城要打响
“G60 科创走廊”
品牌，
奉贤新城要打响
“东方美谷”
品牌，
南汇新城要打响
“数联智造”
品牌
经济生态园在内的第二批特色产业园区规
●将围绕三大先导产业发展、重点领域产业链补链强链和城市数字化转型，打造高品质的产业发展
划面积约 50 平方公里，将围绕三大先导产
业发展、重点领域产业链补链强链和城市
新空间；将加快建设民营经济发展新高地
数字化转型，打造高品质的产业发展新空
间。3 个民营企业总部集聚区规划面积约
上海“五个新城”产业全球招商推介，市委
部经济、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这批项目
产业协会、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中国欧洲经
17 平方公里，将加快建设民营经济发展新
常委、副市长吴清作特色产业园区、在线新
是上海围绕“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全力
济技术合作协会、普华永道、世邦魏理仕、 高地。其中，南虹桥集聚区将重点发展国
经济生态园和民营企业总部集聚区全球招
以赴抓招商、引项目、促投资的阶段性成
戴德梁行等 6 家机构作为首批合作伙伴， 际贸易、生命健康、文创电竞等业态，张江
商推介。市领导翁祖亮、诸葛宇杰、朱芝松
果，将为上海推动高质量发展、构筑发展新
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上海加快汇
集聚区将引育一批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
出席。副市长宗明主持。
优势持续注入新动能。
聚全球功能机构、高端项目、优秀人才和创
工智能等领域头部企业，市北高新集聚区
这次大会上，一批规模大、能级高、带
为进一步创新招商方式、拓宽招商渠
业团队贡献智慧和力量。
将聚焦金融科技、健康医疗、文化旅游、专
动力强的重大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涵盖集
道，上海正式启动全球招商合作伙伴计
进入新发展阶段，
上海加快优化市域空
业服务等领域。
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新
划。来自安联集团、黑石集团、高瓴集团、 间格局。此次推介的嘉定、青浦、松江、奉
市相关部门、各区、各重点产业园区负
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和在线新经济、总
贤、南汇等“五个新城”，将高起点布局高端
红杉资本的 4 位国际企业家和国际半导体
责人和中外企业代表出席大会。

欢迎全球优秀企业、
机构和人才来上海投资兴业

“前滩 31”公开业态规划 预计 2023 年 4 月开业

今日导读

浦东世博地区再添文化新地标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
者 许素菲）昨天，由香港信德集团与
上海陆家嘴集团在浦东新区前滩地
域开发的商业文化综合体项目，正式
宣布定名为“前滩 31”，并公开业态规
划等详细信息。这个总面积超 21.5
万平方米的文化综合体项目，包含大
型综合文化演艺中心、潮流文娱商业
空间、36 层甲级写字楼、精品酒店 4
种业态。项目已于 2018 年 6 月正式
动工，预计于 2023 年 4 月开业。
“前滩 31 文化演艺中心”是前滩
31 项目的主力业态，也是该项目的点
睛之笔，更是上海“亚洲演艺之都”版
图上的一颗明珠。文化演艺中心拥
有一个 2500 座的现代大剧场和一个
1500 平方米的黑匣子展演空间，可满
足不同类型展演活动的场地需求。
在上演内容上，文化演艺中心将打破
边界，联结音乐、舞蹈、戏剧、时尚、视
觉新媒体与科技艺术，关注中外青年
文化，鼓励个性与态度表达，打造创
意展演平台。
此外，商业空间“前滩 31 乐荟”将
以文化演艺中心为核心，打造国内首
个文娱 MALL，不仅集合各类潮流品
牌、美食餐饮，也是艺术策展、文化演
出的延展之地。写字楼“前滩信德中
心”总建筑面积约 7.8 万平方米，预留
可拆卸楼板，
能为国际型、
总部型企业
提供多种办公格局可能性。精品酒店
“上海前滩 31 雅辰酒店”
拥有 202 间宽
敞客房，
以城市绿洲为整体概念，
令消
费者仿若置身绿意盎然的大自然中。
发布会上还透露，写字楼计划于
2022 年 1 月交付，精品酒店、商场以
及文化演艺中心计划明年年底全部
竣工，预计 2023 年春暖花开之时对外
营业。
值得一提的是，
“文化艺术”作为
贯穿前滩 31 项目的核心要素，将深度
融入各个业态。
“ 前滩 31 项目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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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滩 31 效果图。

□前滩 31 供图

我们对于
‘城市和企业共建、
艺术与居
民共生’的思考和经验，前滩 31 以‘潮
娱乐 玩艺术 有态度 在生活’
为品牌
定位，
为新时代的消费者，
打造最具前
瞻性与创造力的生活目的地，让每一
个人在平凡日常中，
感知艺术文化，
尽
享美好生活。
”
信德集团有限公司行政
主席兼董事总经理何超琼表示。
昨天，由前滩 31 与爱丁堡前沿剧
展联合发起的策划“前滩 31 青年创
艺”同步公布，为“前滩 31 文化演艺中
心”2023 年开业预热。该项目旨在挖
掘、培育、孵化中国青年表演艺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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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创作者们提供一个全新的成长
机会和发展空间，金牌作品将获得在
“前滩 31 文化演艺中心”的登台机会。
前滩是上海“十二五”规划中的
“世界级中央公共活动区”，围绕核心
功能发展居住、酒店、商业购物等辅
助功能，以及社区服务、专业服务、教
育培训、休闲娱乐等配套功能，正成
为复合、立体、生态、宜居的新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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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前滩 31 的“加盟”，将以其综合
业态为浦东、为上海文化共融注入新
的活力。
“项目落成后，将会成为前滩国
际商务区的地标性建筑，凭借其关键
的地理位置、国际化的文化形象、高
标准营业管理受到青睐，成为一个全
新的文化地标。”陆家嘴集团董事长
李晋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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