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北绿地今年开建 相邻区域面临“ 升级”
如转型失败 七浦路市场或将整体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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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迁工作已完成80%即将开建
“ 苏州河，弯又弯，弯到闸北最闹

猛⋯⋯”老上海的这段童谣生动而传
神，描绘出苏州河在闸北画出的一道
优雅弧线。沿着苏州河闸北段4.7公里
的黄金水岸，就是苏河湾。

闸北区在新一轮旧区改造中已经
并将继续加大完善服务百姓公共功能
的力度。据顾宏伟透露，在浙江北路和
福建北路，有4万平方米土地被确定为苏
河湾的浙北绿地项目，建成后它将成为
市中心面积数一数二的大型“ 绿肺”。

“ 这一地块不是不能建商务楼、住
宅楼，但考虑到苏河湾的整体需要，闸
北区将这一黄金地段定位为公共绿
地，通过大型绿地与滨河绿化景观带
的呼应，更好地发挥苏河湾的生态效
应。同时，苏河湾的交通布局也将得到
优化，在天目路、海宁路等主干道路的
基础上，增加曲阜路、天潼路的辅道功
能，方便百姓出行。”顾宏伟说。

目前浙北绿地的动迁工程已经完
成了80%，预计今年年内肯定完成，动
迁完成后就立即动工。同时在浙北绿地
的旁边天潼路附近还将新建一所公办
学校，作为周边居民的配套。根据计划，

学校也将在今年动工。“ 让被动迁的居
民走得好，让留下的居民过得好，这是
闸北区旧改的宗旨。”顾宏伟说。

老建筑改建不会重蹈沈宅的覆辙
苏河湾地区是闸北区历史文化

积淀最深和遗存最多的地区。
沿河的仓库和旧工业厂房功能作

为城市工业化时代结束的标志，而新
型摩天高楼的兴建面临与历史文化积
淀建筑的空间、形态、功能的协调。如
何保护老建筑，改造老建筑，使得其能
够传承文化，这是摆放在苏河湾每一
个建设者面前的一个难题，如果保护
不当，难免不会出现沈宅的命运。

“ 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个保护闸北
区优秀建筑的导则，在导则中不但明确
了如何保护苏河湾两边的老建筑，更考
虑了如何最大化地发挥其资源价值、历
史价值、文化价值的问题。”顾宏伟告
诉记者：“ 在改造过程中只能先行先
试，首个老建筑的改建项目———‘ 怡和
洋行’ 的改建已经动工。可以肯定的
是，苏河湾不会重蹈沈宅的覆辙。”

不排除整体搬迁七浦路的可能性
随着苏河湾开发的不断推进，与

其紧邻的七浦路服饰批发市场显得
格格不入。

“ 目前我们一直想对七浦路进行
转型升级，使其成为时尚产业区，而不
是像现在简单以服饰销售摊位为主。”
不过顾宏伟也向记者叹苦经，当年七
浦路引摊入室时曾推行小产权分割
房，仅闸北拥有产权的小老板就多达
7000多家，这一特殊的产权模式，使得
自上而下的转型变得困难重重，“ 因为
这一市场在成型之初，就是一个露天
的交易市场，此后逐步入室。但和百货
大楼、购物中心不同，它欠缺统一管
理、统一经营、统一业态的基础。”

那么，被喻为“ CheapRoad”的七
浦路一旦走高端路线，从二三十元的
廉价美衣一下跨越到批发价就需数
百元的时尚服装，前景到底如何？

“ 估计会非常难，毕竟那么多小
商家很难梳理”、“ 本来就是以中低
档为主的批发，一下子很应该很难
改变它在市民心中的地位。”记者了
解到，大多数市民并不看好七浦路
的转型。

对此，顾宏伟坦言：“ 如果转型不
成功，不排除将七浦路整体搬迁的可
能性。”

本报讯 记者 顾卓敏 在居民集
聚区建一座多功能“ 邻里中心”，为
居民提供一站式的生活服务，这样的
生活服务新模式将在普陀区长寿路
街道率先实现。只要走进这幢楼，居
民即可享受到柴米油盐酱醋茶、缝补
修配吃喝乐等全方位的生活服务。在
昨天的两会现场，市人大代表、普陀
区长寿社区（ 街道）党工委书记黄庆
伟透露，今年将继续拓展位于宜昌路
的长寿邻里中心的功能，在其地下空
间建成市区最大的社区食堂，预计今
年6月就能投入使用。

说起“ 邻里中心”，绝大多数上海
市民还比较陌生。“ 邻里中心”的概念
来源于新加坡，最初用来解决城市人口
不断扩张情况下对土地的合理利用问
题，在人口约6000到8000户的社区规划

配套一个邻里中心，提供生活服务。而
对位于市中心地带的长寿社区而言，同
样也面临着人口高度集聚与公共服务
资源分散的矛盾。据统计，长寿街道
4.02平方公里的辖区内，有近13万的常
住人口，其中，60岁以上老人有2.56万。

“ 长寿邻里中心的投入使用，解决
了社区老人买菜难、修配缝补无处寻
觅的窘境。而今年我们所要做的就是
开发中心地下空间的功能，将其建成
一个1000平方米的社区食堂，解决社
区居民的用餐问题。”采访中，黄庆伟
代表表示，这个食堂首先是满足社区
老人的送餐需求，这个数字大约在500
到600客之间，其次就是服务周边白
领，因为这里还承载着一个长寿商业
商务区的功能。“ 根据我们的调查，周
边白领的午餐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这

个社区食堂里不仅是堂吃，更重要是
一个中心食堂的配餐功能。设计供给
量是3000客，预计今年6月份就能正式
启用。”据黄庆伟代表介绍，因为有政
府资金的扶持，所以在定价上，会比一
般中小餐饮的价格略低。

与此同时，黄庆伟代表透露，今
年开始将启动长寿路全线3公里新一
轮综合改造的规划设计，预计2014年、
2015年全面推进综合改造的实施。

“ 从市政设施、道路铺装、城市雕塑装
置、绿化、灯光全线进行改造，还包括
引导沿街商家进行立面改造，甚至是
业态调整。”黄庆伟代表介绍，预计将
用10个月的时间进行方案设计，甚至
可能对绿化的树种进行调整。“ 同时，
今年年内还将完成对新会路的改造，
意图是将其打造成特色风貌街区。”

本报讯 记者 顾卓敏 四川北路
全路段实现免费WIFI全覆盖、四川北
路商业街“ 三级停车诱导系统”上线
⋯⋯近期，对于很多工作、居住在虹
口的居民、白领而言，智能生活科技
体验的感受越发明显了。那么，未来
在虹口还能获得怎样的智能体验？在
两会现场，市人大代表、虹口区委副
书记、区长吴清向记者透露，未来虹
口区将打造成一个涵盖教育、医疗、
交通各领域的立体化智慧城区。

“ 智慧城市建设，是现代国际大
都市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
分。能不能让居民感到便利，让商务
人士充分享用信息化时代的成果，同
样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据
吴清代表介绍，去年已经在四川北
路，全程3.7公里都实现了公共区域的
WIFI全覆盖。“ 今年我们希望，在另外
一条轴，北外滩（ 大名路）那条轴线
上也实现WIFI全覆盖。同时，我们也
在跟几个主要的运营商协调，希望把
宽带铺到辖区内主要的商务楼宇和
社区，来进一步提高信息化的水平。”

而就在两会前夕，四川北路商业
街上建成了“ 三级停车诱导系统”，通
过及时发布周边停车场的状况，让市

民能在繁华的商圈内就近找到车位。
对此，吴清代表表示，交通智能化引导
系统在四川北路只是小试牛刀，下一
步在北外滩地区和其他地区也要争取
把这块做出来。“ 因为停车是个比较困
难的问题，所有的老城区都有这个问
题。有这样一个引导系统，就能让资源
得到最好、最有效的利用。”

此外，虹口区还将在教育、卫生
等领域进行智能化的探索。

今年年底前，虹口区将能实现远
程教育向230个居民社区的定点推
送，让居民不出小区就能借助东方有
线进行学习。据吴清代表表示，这些
健康管理智能化当中的应用，也正在
加紧推进中。“ 现在我们在曲阳街道
进行家庭医生的试点，下一步要在更
广的范围内推进。而我们推进的这个
家庭医生不光是疾病管理，实际上是
一个健康管理。家庭医生对于居民的
健康信息，将通过智能化的手段做到
共享。比如几个医生一个小组，那么
这个小组里面可以共享这个信息；再
比如我们跟二级、三级医院之间的双
向的转诊，同样是通过智能化的手段
使 得 上 一 级 的 医 院 了 解 病 人 的 情
况。”

市人大代表、苏河湾推进办公室副调研员顾宏伟昨天向记者透露，苏河湾核心项目之一的浙北绿地，
将于今年开建，今后市中心的“ 绿肺”又将新增一块。不过，正由于苏河湾的不断推进，与其相邻、显得有
些格格不入的七浦路服饰批发市场将面临转型。对此，顾宏伟表示，一旦转型失败，不排除将其整体搬迁
的可能性。 本报记者 陈轶珺

长寿路街道年中建成市区最大的社区食堂

虹口区
建造立体化智慧城区

实现远程教育向社区定点推送

宝山区
推进“ 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

打造“ 邮轮游艇”游弋的热土

七浦路服装批发市场。 本报资料图 记者 施剑平 摄

各区规划

吴淞口国际
邮轮港有望成为
最重要的国际邮
轮港之一。

本报资料图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漫步在沿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的滨江大道，一边
是国际邮轮停靠驶离的壮观，一边是
生态、水系、湿地公园与码头交相辉
映⋯⋯市人大代表、宝山区区长汪泓
昨天在会场向记者表示，今年，宝山
区将大力推进“ 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
验区”和“ 上海国际邮轮产业发展综
合改革试点区”建设，加快培育邮轮
港口服务、邮轮企业总部、海洋旅游、
文化休闲、购物中心、高星级酒店等
衍生产业和服务功能，以邮轮经济为
引擎，加快滨江地区转型发展。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是上海
建设国际航运中心、打造世界著名旅
游城市的重要功能载体。汪泓介绍
说，2012年，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建
成运营第一年就得到了市场的普遍
认可，全年接靠邮轮60艘次，其中母
港邮轮48艘次，接待出入境旅客约28
万人次，占全市同期邮轮旅客总数的
75%以上，13.8万吨的“ 皇家加勒比·
海洋航行者号” 和7.6万吨的“ 歌诗
达·维多利亚号” 纷纷在吴淞口开启
亚洲邮轮母港航线，将亚洲邮轮带入
大船时代，也使上海成为中国邮轮门

户港。
汪泓介绍，在市政建设上，全长2

公里，融合生态、水系、湿地公园、码
头等多样元素的滨江大道项目将于
上半年正式开工，建成后将成为贯通
滨江核心区域南北的景观道路，在建
中的宝杨路码头综合交通枢纽工程
将于上半年建成，并建设吴淞口国际
邮轮港临时停车场。

与此同时，宝山也将进一步推进
滨江地区重点项目建设。“ 上港滨江
城”的建设将加快推进，按照“ 三年现
雏形，五年出形象”的目标将昔日老
港区打造成为集邮轮服务、商业商务、
休闲居住为一体的现代化滨江城市亮
点。今年，宝山区还将举办2013上海吴
淞口邮轮嘉年华，落户宝山的上海国
际邮轮学院、上海国际邮轮人才培养
基地、上海国际游艇培训中心也将切
实发挥邮轮人才培养载体的作用。

汪泓表示，2013年，宝山还将充分
利用其通江达海、长江、黄浦江、蕰藻
浜的三江交汇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
壮大“ 三游经济”，使不久的未来，让
宝山成为“ 邮轮、游艇、游船”游弋的
热土，成为上海水上旅游的门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