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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

本报讯 当前，中央第一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正在上海开
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上
午，市委书记李强就做好生态环
境保护问题整改落实赴宝山区
调研。李强指出，抓生态就是促
发展，严整改才能见实效。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把接受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作为重大契机，以钉钉子精神
抓整改落实、抓问题解决、抓源
头治理、抓常态长效，坚定不移
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
子，全力以赴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不断提高人民
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按照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
整改要求，为更好保护长江水环
境，有效防止污水放江，泰和污
水处理厂于2017 年开工建设，
建成后将为解决宝山区的污水
溢流问题提供末端处置出路，预
计服务人口约 100 万人。李强
来到工程现场检查项目进展，听
取这一全地下式、生态型污水处
理厂建设情况介绍。厂区充分
融入海绵城市设计理念，在厂内
设置再生回用水系统，实现水资
源综合利用，地面兼做公共绿地
公园，并将向市民游客开放。李
强说，建设符合长江流域生态环
境保护标准和要求的管网设施，
事关城市可持续发展，事关市民
群众高品质生活。要对标最高
标准、最好水平，立足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全力以赴把这一项目
打造成为绿色生态示范工程。

市领导沿着厂区联络通道
来到北侧一体化箱体施工现场，
了解设备安装进展以及污泥污
水处理工艺，并慰问冒着高温奋
战在环保重大工程一线的施工
人员，向大家坚守岗位、辛勤付
出表示感谢。李强说，泰和污水

处理厂工程项目的建设对水环
境治理有着重要意义，希望大家
坚持安全第一、质量为先，保质
保量完成建设任务，争取早日投
入运行，早日发挥生态效益。

走进宝山区杨行镇大黄村，
如同来到绿意盎然的生态园。
而在两年多前，这里充斥着违法
违规企业，产业能效差，环保水
平低，影响村庄整体生态环境，
被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列入整
改范围。接到整改要求后，区和
镇村痛下决心，结合美丽乡村建
设，实施整体产业结构调整，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如今的村
容村貌已焕然一新。李强听取
该村“两违”企业清理整治情况，
详细询问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
作进展。看到整改前后的村庄
环境对比图，李强叮嘱相关负责
同志要把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整
改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
起来，在现有整改成果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源头治理、综合治
理，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以制度
建设固化整改成效，更好推动群
众生活品质提升，让大家有实实
在在的获得感。

随后，市领导来到穿村而过
的跃进河畔察看，原本脏乱差的

“臭水沟”通过近年来的中小河
道综合整治，正在逐步恢复岸绿
水清。李强十分关心水质改善
及后续维护，仔细询问跃进河二
级河长、大黄村党总支书记朱敦
超河长制落实情况及护河举
措。朱敦超点开手机上的护河
APP，向市领导展示了平日管理
养护及水质监控情况，表示天天
巡查，发现问题就及时上报处
置。李强说，从整治转向常态，
贵在坚持、重在细节。对影响水
质改善和水面干净的问题，既要
及时发现、及时处置，也要追根

溯源、全面整改，切实营造人人
护河的良好氛围。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正式实施已满月，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推进情况如何，是市领
导调研关注的重点。李强来到
大黄村垃圾投放点，察看干、湿
垃圾的收集、处置以及可回收垃
圾的资源化利用情况，听取生活
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工作介绍。
在同村干部、志愿者和村民交流
时，李强说，在全市人民的大力
支持、积极配合、主动参与下，上
海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了预
期成效，正在有力有序推进，垃
圾分类新时尚进一步深入人
心。生活垃圾分类既是攻坚战，
也是持久战，要因地制宜、注重
实效。着眼群众日常习惯养成，
创新探索经验做法，建立“方便
大家分、引导大家分”的有效机
制。着力推动处置技术升级，努
力做到湿垃圾不出村、不出镇、
不出区。

调研期间，李强还听取全市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问
题整改落实情况汇报。他指出，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大制度安排和重要抓手，
对于更好推动上海绿色发展、补
齐生态环境短板是有力促进。
要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把配合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作为检视初心使命的
重要举措，扎扎实实做好督察整
改工作。保持一抓到底的拼劲
和久久为功的韧劲，响应要快、
行动要实、方案要细、整改要
严，做到问题不解决绝不松手、
责任不落实绝不姑息、群众不满
意绝不放过，以督察整改的实际
成效取信于民，推动全市生态环
境保护再上新台阶。

●从整治转向常态，贵在坚持、重在细节。对影响水质改善和水面干净的问题，既要及时发
现、及时处置，也要追根溯源、全面整改，切实营造人人护河的良好氛围。

●着眼群众日常习惯养成，创新探索经验做法，建立“方便大家分、引导大家分”的有效机
制。着力推动处置技术升级，努力做到湿垃圾不出村、不出镇、不出区。

●要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把配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作为检视初心使
命的重要举措，扎扎实实做好督察整改工作。

李强就做好生态环保问题整改落实赴宝山调研

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本报讯 上海市委副书记、
市长应勇昨天调研重大产业项
目时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
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
始终抓牢发展第一要务，充分
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扎实做
好招商引资和优化营商环境工
作，大力吸引一批符合上海城
市功能和产业定位的好项目、
大项目，加快布局符合未来发
展方向的产业链，着力培育壮
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切实推动
上海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位于青浦区的市西软件信
息园于2017 年底挂牌，正加快
集聚软件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目前入驻企业已有105家。
上午，应勇一行来到园区，听取
土地出让、规划情况介绍。视线
不远处，原先的老旧工厂已变为

平地，即将建设上海精测半导体
项目的办公楼、实验楼。应勇详
细了解企业的团队构成、产品研
发、市场开拓情况，与企业负责
人探讨行业发展趋势，关切询问
发展过程中还有什么需要解决
的问题。负责人介绍说，企业将
围绕集成电路检测等领域开展
研发生产，并集聚一批国产半导
体自主研发的创新企业，共同推
动产业链集群发展。

应勇指出，产业园区要找准
功能定位，进一步加大腾笼换
鸟和招商引资力度，布局一批
引领性强、带动性大、成长性好
的重大产业项目，发挥龙头企
业对产业链的带动作用。要抓
住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的机遇，集聚更多
轻资产、高水平的研究机构，开
展关键产品和技术攻关，努力

取得更大突破。要加强政策供
给，破解困扰企业发展的瓶颈，
持续优化产业生态环境和营商
环境，促进企业实现更好更快
发展。

淀山湖畔的金泽镇临湖傍
水，草木葱茏，环境宜人。华为
公司计划在西岑社区投资 100
亿元打造青浦研发中心。市领
导来到项目一期选址所在地，详
细了解项目规划、功能用途和推
进进度。华为相关负责人说，青
浦研发中心作为华为重点研发
基地，将开展终端芯片、无线网
络和物联网等领域的研发，预计
导入 3-4 万名科技研发人才。
目前正进行建筑方案设计，将努
力打造现代的、经典的建筑博物
馆。应勇鼓励企业在青浦研发
中心加载更多功能，加快推进进
度，取得更大发展。

应勇：着力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

7月的上海艳阳高照，但热
浪暑气并未逼停人们忙碌的脚
步。记者日前在串起沪苏浙皖
九城市的G60科创走廊调研走
访，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忙：百亿
级项目纷纷落地，科技成果批量
转化，行政审批改革提速……以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为窗口观
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版
图呼之欲出。

忙中看活力：
项目签约、科技拍卖热闹接力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吴剑
英今年特别忙，除了推进公司申
请科创板上市进程，他在松江的
生物医药产业扩产项目也进展
有序。与之相似的还有复宏汉
霖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刘世高，忙
完国内首个生物类似药获批上
市，6月份他在松江又宣布开工
一个约200亩的生物医药产业
化基地，未来将满足20到30个
产品全球销售的产能需求……

忙碌的不仅是上海松江一
地，在前不久的2019长三角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上，沿线九城
市之间签署了86项区域一体化
重大合作项目，总投资额逾2000
亿元。其中，聚焦先进制造新高
地建设项目52个，聚焦产融结
合新高地建设项目14个，聚焦
科创环境新高地建设项目5个。

依托交通大通道，上海松
江，江苏苏州，浙江嘉兴、杭州、
金华、湖州和安徽宣城、芜湖、合
肥9城协同打造产业和城市群
一体化发展平台，紧扣“一体化”
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G60科
创走廊不断趁势而上。

“以前都得靠企业自己一家
家去‘敲门’，现在九城市同时给
企业打开‘通道’，让我们倍感振
奋。”以全场最高价2004万元成
交了一项生物医药技术的苏州
智新浩正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赵露笑着说，“长
三角科创资源无缝对接，到时候
可能更忙了！”

忙中见信心：
勾勒先进制造业“热力图”

家住上海的浙江芯动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周骏时常忙着
往嘉兴跑，因为他把一条微电子
芯片制造生产线设在了这里，产
品可用于工业应用、消费电子、
生命医学等领域。“G60 科创走
廊不仅交通便捷，而且产业定位
清晰，在集成电路资源比较集中
的长三角，企业能从中找到自己
的定位，并与周边伙伴一起协作
发力。”周骏说。

打破壁垒，让资金、人才、创
新要素自由奔涌，G60科创走廊
澎湃出越来越强劲的原创力：上
海超硅、海尔智谷等百亿级重大
项目落地；全球先进集成电路
300mm、450mm 晶用生长系统、
ALD 光伏工作母机等重大科创
成果持续涌现；新材料、人工智

能等多个产业联盟先后成立；
4757台（套）大型科学仪器试点
开放共享和创新券互认互通
……

近日发布的《长三角G60科
创走廊产业集群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行动纲要》提出，到 2021
年，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七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生产
总值比重达到15%左右，制造业
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
30%左右。

“以高端制造业产业一体
化为‘硬核’，G60科创走廊推动
长三角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
布局一体化，正成为长三角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先行先试的重要
平台。”G60科创走廊联席会议
办公室主任高奕奕说，高端制造
业蕴藏着中国经济最广阔最深
沉的力量，以G60为代表的长三
角“智造经济”主阵地，正是我们
直面风险挑战的信心所在。

忙中拼韧劲：
敢破善立打开新发展空间

G60 科创走廊不仅是产业
合作、区域协同的样本，也是基
层“集成改革”、率先破题的窗口
和样板。近年来，从随时“@区
长”或者“@局长”的微信群审
批，到一企一档、“店小二”式的
跑腿代办服务，再到九城市异地

“一网通办”探索，基层政府和干
部“多想一点、多走一步、多让一
利”，政务人员用“辛苦指数”换
取企业群众的“幸福指数”。

G60 科创走廊在全国率先
探索跨省市“一网通办”，企业异
地新设企业，营业证照在家门口
就能办理。陆续在长三角开启

“双城记”甚至“三城记”的企业
人士表示，足不出城就能异地办
证，耗时也从一两个月压缩到3
至5个工作日，大大节约了企业
成本。

“第一个吃螃蟹并不容易。”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
商务组组长吴雅静说，因为没有
先例可循，大家本着先易后难、
统筹建设的原则，齐心协力、排
摸困难，最忙碌的时候5天跑了
苏浙皖8个城市“路演”。

异地“一网通办”有效降低
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大大提升了
政府服务效率，受到企业群众欢
迎。在2019年长三角地区主要
领导座谈会上，长三角地区政务
服务“一网通办”正式开通运行，
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共14个城
市的群众与企业足不出户就可
办理51项跨省事宜。

“G60科创走廊是秉持新发
展理念的探索成果。”上海松江
区委书记程向民表示，从基层的
生动实践上升为长三角一体化
国家战略的重要平台，G60科创
走廊是改革辟路、创新求实、唯
实唯干的成果，也将在服从服务
国家战略中继续释放更大的改
革红利，取得新发展成果。

据新华社电

这条走廊为什么这么忙？
——从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看中国经济热力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