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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本报讯 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
见证了城市百年变迁，串联起都市景
观精华，夜幕降临时两岸流光溢彩、
相映成辉的景观灯光，更让人驻足流
连、频按快门。昨晚，市委书记李强、
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登船沿江检查
黄浦江两岸景观灯光提升改造工程
和“黄浦江游览”世界级旅游精品建
设工作。李强强调，黄浦江承载着我
们这座城市的记忆，也是上海面向未
来发展的宝贵资源。要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对上海工作的指示要求，着眼
于建设成为城市“项链”、发展名片和
游憩宝地的目标任务，进一步加强沿
岸生态环境、城市轮廓、特色景点、灯
光色彩的整体塑造，丰富充实水岸联
动旅游线路，全力打造“必游必看”的
世界级旅游精品，加快建设世界著名
旅游城市，为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
争力作出更大贡献。

黄浦江两岸景观灯光的提升改
造，为游人夜间漫步浦江营造了丰富
多彩的夜景空间。李强、应勇和市领
导翁祖亮、诸葛宇杰、时光辉、陈群一
行，首先来到黄浦江码头岸线信息管
理中心，听取浦江游览客流分布、码头
营运以及同旅游资源衔接情况汇报。
李强说，要对标世界一流、对标最高品
质，立足于上海人文特色、区位特点、
历史特征，整合资源、整体规划、统筹
布局，塑造各具魅力的滨江景致，让中
外游客上船下船都能见景游景。

夜色深沉，灯光璀璨。浦江两岸
的重点建筑渐次披上华彩“外衣”，“上
海欢迎您”的双语字幕在上海中心顶
部滚动播放。市领导自十六铺码头登
船离岸，沿江检查黄浦江两岸景观灯
光提升改造工程有关情况，一路行经
浦西世博园区、南浦大桥、外滩、陆家
嘴、北外滩、杨浦滨江、杨浦大桥等。
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的典雅气质，陆

家嘴高楼的现代时尚，通过色彩的变
化和光线的律动逐一呈现。截至目
前，杨浦大桥至南浦大桥之间两岸
300多栋重要建筑、16座码头、近20
公里左右岸线的景观照明已于9月底
前基本完成提升改造并正常亮灯。

李强、应勇同市绿化市容局、市
旅游局等相关部门以及浦东、黄浦、
虹口、杨浦四区负责同志一边察看灯
光效果，一边交流讨论，对各部门各
区前一阶段工作所取得的成效予以
肯定。李强说，黄浦江两岸的独特魅
力吸引着无数中外游客，是上海一张
重要的城市名片。要以景观灯光提
升改造为契机，重塑老经典，赋予新
内涵，既要讲好浦西老外滩的建筑故
事，巩固提升景观灯光效果，也要挖
掘浦东陆家嘴重点楼宇的丰富内涵，
通过灯光、色彩立体呈现上海这座现
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特有魅力。黄浦
江两岸涉及多个区，要着眼于全域旅
游，全区域统筹、全要素利用、全过程
体验，形成全域品牌。

船至北外滩，灯光延续老外滩的
暖色调，沿江水幕呈现出江南特色。
行经杨浦滨江，丰富的灯光色彩随错
落有致的建筑依次展开。市领导不时
询问规划设计情况，就相关景观灯光
的调整提升提出明确要求。李强指
出，要聚焦黄浦江两岸各重要节点和
建筑，进一步提升品质、打造亮点、突
出特色，使浦江两岸既浑然一体、又互
为景观。要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
效果导向，主动听取市民游客的意见
建议，不断改进工作，让大家更好感受
上海城市的独特魅力。应勇指出，要
不断完善两岸景观灯光整体规划设
计，提升呈现效果，继续推进黄浦江游
船资源整合、规范管理，加大“黄浦江
游览”品牌推介力度，为上海加快建设
世界著名旅游城市作出应有贡献。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日前，由民建市委和徐
汇区政府联合举办的“2018上海中
小企业发展论坛”在沪举行。民建市
委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发布

“2018年上海中小微企业生存发展
指数”和“2018年上海中小企业创新
能力调查报告”。据调查，2018年上
海中小微企业生存发展指数为64.86
分，与去年相比下降了1.2分，表明
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变化等影响，本市
中小微企业对自身生存发展的主观
感受在连续三年提升后，略有下降，
但总体降幅不大。2018年上海中小
微企业创新能力分值为37.3分，略低
于去年水平（38.3分）。

中小微企业对“技术变革”
和“双创机会”仍高度关注

调查显示，与2017年相比，2018
年总体经营、融资、劳资关系、人才配
置、互联网等指标略有下降，营运强
度、总体获利与2017年基本持平，而
在订单、资金周转、政府补贴等方面
呈现好转态势，尤其是政府补贴指标
大幅上升，幅度超过20%，有38%受调
查的企业表示获得过政府补贴。另
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互联网
对企业的影响范围扩大，从互联网中
获益的企业由2017年的55%上升到
2018年的57%。

此次调查还涉及了环境指数（包
括法治环境、政府服务、开放环境、营
商环境、市场环境等12项指标），新
增了营商环境和开放环境指标。问
卷显示，中小微企业感到企业物流成
本上升较大，指数从2017年的2.6上
升到2018年的3.0，48%的受调查企
业认为2018年物流成本有增加。同
时，摊派负担下降明显，由3.3下降到
2.7，但仍有12%的受调查企业认为摊
派较多，说明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
间。

在信心指数方面。与2017年相
比，中小微企业对前景预测、负担预
期以及经济走势不甚乐观。这也反
映了经济新常态下，随着转型升级以
及全球经贸环境的波动，中小微企业
受到的冲击影响更大，企业家对未来
预期更趋于谨慎。但值得一提的是，
对于“技术变革”这一指标，信心呈现
持续上升，反映中小微企业更加关注
科技创新等新兴技术的发展，更加依
赖创新实现企业转型升级或快速发
展，普遍看好本行业的发展前景。

从总体指数变动以及各分项指
数结果来看，本市中小微企业总体发

展平稳，环境指数和信心指数对生存
发展总指数的影响明显。其中，随着
本市营商环境优化力度的加大，企业
面临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得到较大
改善，企业的获得感明显，说明降低
企业交易制度成本仍是本市改善中
小微企业生存发展环境的重要内
容。但另一方面，企业对摊派负担、
政府的服务以及融资环境等存在较
大的改善期望，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
政府仍大有可为。信心指数方面，中
小微企业对“技术变革”和“双创机
会”仍然高度关注，充满信心，反映出
以创新求发展、求转型的意识进一步
增强。

上海中小微企业中
创新经费投入还不高

2018年上海中小微企业创新能
力调查则显示，2018年上海中小微
企业创新能力分值为37.3分，略低
于去年水平（38.3 分）。第一，在创
新资源方面。今年受调查的中小微
企业中，近60%的企业人均营业收入
在10万元以上，人均营业收入主要
集中于 10-50 万元，达到 31.58%。
但人均利润额主要分布在 10 万以
下，达到 73.56%，与上年基本持平。
但在此形势下，企业仍加大了对员
工培训的力度，有 92.18%受调查的
企业每年对员工进行培训。同时，
受调查的中小企中拥有的创新项目
数相对去年略有改善，59.12%的企
业至少拥有一个创新项目，比2017
年略有提高。

在创新投入方面。问卷结果显
示，受调查的中小微企业中的创新经
费投入还不高，近80%受调查的中小
微企业新增创新经费投入占总收入
比重在10%以内，与去年基本持平。
在创新经费增长方面，51.78%受调查
的中小微企业增长率在5%以内，显
示受业绩影响，中小创新经费投入增
长不快。此外，在受调查的中小微企
业中，研发人员占总企业人数的比例
基本持平达到58.81%，与去年基本一
致，表明研发人员的配备基本保持稳
定。

在创新产出方面。只有 7.62%
受调查的中小微企业承担了国家重
大科技专项，16.73%受调查的中小
微企业获得过各项政府科技奖励项
目 ，比 去 年 有 所 下 降（2017 年 为
22.58%）。这表明中小微企业在承担
重大科技项目方面有所欠缺。同
时，只有13.17%受调查的中小微企
业有产品入选市级及国家自主创新
产品目录。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迈克罗迈帝克数控机械
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全新的“技术体
验中心”昨天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外高
桥国际智能制造服务产业园“开张”。

迈克罗迈帝克机床公司隶属印度
最大的机床制造企业Ace迈克罗迈帝
克集团，是全球排名前50的机床生产
企业。Ace迈克罗迈帝克集团于2007
年在上海外高桥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
其全资子公司，其服务覆盖全中国。

“以往，我们的机床和零件从上
海入境，清关报关需要5-10个工作
日，现在只要2-3个工作日，差不多快
了一个星期。”此番专程来沪的迈克
罗迈帝克集团总裁SGS先生告诉青年
报记者，眼下，他们的机床和零件从
印度运到上海，大概需要21天。对于

“拼速度”的进出口企业来说，通关时
长和便利程度直接和企业成本挂钩，
这也是他们选择上海的理由。

在浦东，外向型企业众多，对关
内关外便利化要求高。今年以来，浦
东新区通过多种形式，进行了大量企
业调研，听需求、找瓶颈、寻对策，力
求找到突破点。

上海自贸区保税片区的海运空
运进境平均时间有望继续压缩，今年
保税片区海运通关时间有望缩短至
2天，空运缩短至12小时。在此背景
下，上海自贸区保税区管理局先后多
次召开区域第三方物流、重点企业代
表等诚信企业座谈会，听取企业在进
境通关实际操作中的现状，梳理影响
通关时效的瓶颈问题。在听取了众
多企业的意见后，上海自贸区保税区
管理局、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
区、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海关及原检
验检疫等部门，对保税区域的诚信企
业进行梳理分析，摸清底数。

据统计，目前区域内至少有海关
“AEO”高级认证企业、检验检疫“双A
类”中一项认定的企业共182家。

在摸清底数后，上海自贸区保税
区管理局一方面配合海关对认定的
182家诚信企业进行确认，研究进一
步降低进境货物的查验优化举措。
另一方面协调通关系统开发公司进
一步完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相
关功能，做好系统申报应急预案，提
升企业进出境申报过程中的数据稳
定性。

浦东新区表示，下一步将结合大调
研工作，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优化区域
监管服务模式，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为进博会提供更为安全、有序、便捷、高
效的保障服务，推动区域成为上海打造
365天永不落幕博览会的重要载体。

市领导检查黄浦江两岸景观灯光工程和“黄浦江游览”世界级旅游精品建设工作

让中外游客上船下船都能见景游景

上海自贸区保税片区持续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压缩通关时间 为企业“拼速度”

上海中小微企业生存发展指数出炉
随着本市营商环境优化力度加大，企业获得感明显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截至今年9月底，上海
已为3500家科技企业解决了175亿
元银行信用贷款。积极推动科技企
业通过改制，在资本市场谋取更大的
发展。这是市科委副主任骆大进昨
天在 2018 年第二期“新科创 新蓝
筹 新主板”资本助力科创中心建设
论坛暨2018第二期科技企业改制上

市培训中透露的。
由上海市科委、上海证券交易所

主办的本次培训昨今两天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大厅举行。自2007年以来，市
科委已举办科技企业上市培训34期，
培训企业600家。据统计，已有77家
科技小巨人企业在主板中心板创业板
上市。目前已有17家科技企业向中
国证监会申报IPO材料，有30多家在
上海证监局申报上市辅导备案。

上海培训科技企业改制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