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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市委季度工作会议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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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足油门，跑出决战决胜加速度
晨 报 讯 市委季度工作会议昨
天下午举行。市委书记李强在会上指
出，做好四季度工作，对于全面完成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和“十三五”
规划目标、谋划安排好明年和“十四
五”发展至关重要。 全市上下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
要讲话精神，鼓足干劲、乘势而上，统
筹抓好收官冲刺各项工作，科学谋划
“十四五” 发展和明年工作开局，奋
力创造新时代上海发展新奇迹。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部署四
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
李强指出，四季度是“十三五”
收官之年的收官季，全市上下要只
争朝夕推进四季度各项工作，精心
组织、 齐心协力完成好收官冲刺、
谋篇开局任务。
李强指出，要把常态化疫情防
控抓得更实，慎终如始、再接再厉，
全面做好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工
作。 总结固化行之有效的经验做
法， 把各环节工作做得更细更实，
把防控的篱笆扎得更紧。 要确保四
季度重大活动圆满成功， 办出水
平、办出成效。 在抓好进博会疫情
防控的基础上， 聚焦交通组织、通
关便利、餐饮住宿、内外宾接待、窗
口和志愿服务等重点工作领域，全
力做好服务保障，全面排查风险隐
患，抓紧抓好实战演练。 深化落实
进博会溢出带动效应 “50 条”，加
快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和重要载体。
以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为重要契
机，形成全市上下聚力推进改革开
放再出发的新气象。
李强指出，要全力以赴、踩足油
门，跑出决战决胜的加速度，巩固经
济加速回升势头，加大重点工作推进
落实力度，努力争取全年经济社会发
展有最好结果。把抓投资放在抓发展
的突出位置， 坚持基础设施投资、重
大项目投资、新基建投资、重点产业
投资、重点区域投资一起发力。 毫不
放松抓好民生和城市治理领域重点
工作，继续加大旧区改造力度。
李强指出，谋划“十四五”发展，

既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又要体现
突破性和开创性，更好顺应新时代新
形势新发展。 各区、各部门要在全市
大局中找准自身定位， 把事关本区、
本领域发展的重大命题想深想透。要
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更好彰显中心
节点的地位、战略链接的作用。 要按
照独立城市定位规划建设五个新城，
更好优化城市空间格局。要强化交通
布局开路先行，把上海自贸试验区临
港新片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虹桥商务区以及五个新城
等重点区域串联起来，逐步构建与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上海都市圈建设
相匹配的城际和市域交通体系。
李强指出， 要在把握上海经济
特征中不断增创发展优势。 要巩固
和放大既有优势， 不断创造新的优
势， 发展更能体现策源功能的创新
型经济， 发展充分应用新技术的数
字新服务， 发展链接国际国内的外
资外企， 发展多功能、 高能级的总
部， 发展传统线下流量和新型线上
流量并重的流量经济， 使上海经济
竞争优势更加彰显。
李强指出， 编制规划要有长远
着眼的视野和格局，实施规划要有短
期着手的速度和效率。 对“十四五”
时期已经想清楚、认准了、明确要干
的事情，要列出工作清单、创造工作
条件，滚动推进落实；有些大方向已
经明确的长期工作要抓紧启动起来，
在推进中明晰、在实践中深化。
龚正就做好四季度重点工作指
出，要按照市委部署要求，毫不放松
抓好疫情防控，下大力气推进公共卫
生体系建设。 全力以赴稳定经济增
长，狠抓稳企业、保就业，扩内需、稳
外需，补短板、锻长板。加快推进改革
开放创新，全力推动浦东改革开放再
出发， 全力推进三项新的重大任务，
全力办好第三届进博会。扎实有力保
障和改善民生，持续用力做好“老、
小、旧、远”等重点工作。 精心编制好
“十四五”规划，精心谋划好明年经
济社会发展。 要切实保障城市安全、
社会稳定。

上海与阿里巴巴、蚂蚁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上海将全力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
晨 报 讯 上海市政府与阿里巴
巴集团、蚂蚁集团昨天在沪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 市委书记李强，市委
副书记、市长龚正会见了阿里巴巴
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
勇、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一行。
李强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
重要讲话精神，全力实施三项新的
重大任务，全面强化“四大功能”，
加快建设“五个中心”，更好服务新
发展格局。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生产
生活方式以及城市运行管理带来
深刻影响和改变。 上海将全力推动
城市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在线新

经济，全面打造数字生活，加快建设
智慧城市， 构筑城市未来发展战略
新优势。希望更好发挥双方优势，进
一步深化在技术协同攻关、 应用场
景创新、跨境业务拓展、金融科技发
展以及生活服务提质等方面合作，
为上海这座超大城市加快数字化转
型提供有力支撑。 我们将持续打造
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为企业在沪深
耕做好全方位服务保障。
龚正、张勇出席签约仪式。市委
常委、 副市长吴清与蚂蚁集团首席
执行官胡晓明、 阿里巴巴集团公共
事务总裁闻佳签署协议。 市领导诸
葛宇杰参加相关活动。

龚正会见越南驻华大使范星梅一行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深化合作
晨报讯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
会见了越南驻华大使范星梅一行。
龚正说，中越是山水相连、唇齿
相依的友好邻邦，今年适逢两国建交
70 周年。 上海是中越经贸往来的重
要桥梁，与越南友好交流频繁。当前，
上海正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加快建设“五个中心”。
我们愿进一步加强同越南的友好交
往，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深化
合作。 欢迎越南企业来沪投资兴业，
参加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
欢迎友城胡志明市派团参加明年在
崇明举办的第十届中国花博会。

国庆期间，临港新片区推出的体验活动吸引不少市民来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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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 万人次，单日峰值 12.5 万人次

临港新片区主城区
国庆假期游客创新高
聚集旅游资源
增强参与体验
10 月 1 日，李先生一家四口
开房车来临港体验露营， 一起露
营的还有他们大儿子的小伙伴，
共七八组家庭。“我们此前在国外
旅游时看 到 房 车 露 营 感 觉 很 新
奇，很想体验，回到国内，看到临
港这边有营地，条件也不错，就过
来了。 ”
来露营了只是第一步， 如何
玩得开心玩得舒心？
“房车很干净，而且营地里配
备洗浴、 卫生间， 以及几十顶帐
篷，景区里也有保安，丝毫不会担
心孩子安全问题。”李先生告诉记
者，“营地方活动安排得也很丰
富。 下午小孩子们踢足球、 玩射
箭，晚饭大家一起烧烤，后面还有
篝火和露天电影， 大家喝喝酒聊
聊天玩玩游戏。 整个氛围也很浪
漫，还有皮划艇，我们想去玩都没
来得及体验。 ”
在滴水湖二号营地， 体验项
目更多，泡泡屋、透明船、简易帐
篷……都成了不少游客竞相打卡
的项目。
临港新潮的游乐方式不仅有
房车露营，还有湖上帆船。 45 分
钟至一小时的驾驶帆船， 在教练
的带领下， 感受风的力量与船的
博弈、在湖光潋滟中乘风破浪。
房车、帆船、露营……人们来
到临港不再是看个湖看个海就走
了，丰富的旅游形式、聚集旅游资
源让游客待得更久。 游客的体验
度直接通过销售量反馈， 也给临
港提供挖掘旅游资源的新思路。
据悉，10 月 1 日上海海尚帆

晨报记者 唐玮
在刚刚结束的十一长
假 期 间 ，临 港 新 片 区 主 城 区
共 接 待 游 客 73.8 万 人 次 ，创
历 史 新 高 。 其 中 ，10 月 2 日
单 日 峰 值 12.5 万 人 次 ，同 比
游 客 总 数 上 升 40% 。 仅 前 5
天， 就超过了去年十一黄金
周游客接待总量。
创历史新高的游客接待
量无疑给这里带来了挑战，
也是一次练兵。 在这场“秋点
兵” 中， 这座新城应对得如
何？ 又总结出了哪些经验？

友帆船游艇俱乐部单日接待游客
300 人次，相比平日接待量翻了 3
倍。 此外，泡泡屋、透明船都是临港
今年首度引进的游乐设施，2 号营
地每天游客量约在 300-500 人。
十一期间，滴水湖商旅公司还
试航了一次游船夜游， 反响不错。
此前， 滴水湖游船都是在白天，随
着滴水湖沿岸夜晚灯光景观的丰
富，夜晚巡游变成可能。 “但游船
夜游不能仅仅是看个湖边景色，我
们将会在船上增加更多互动性、参
观性的活动。 ”滴水湖商旅公司副
总经理翁慧俐表示。

应对大客流
解决停车难
这个十一， 临港学到的经验
不仅有如何整合旅游资源， 更有
人流急剧涌入时的应对技能。

8 天来，进入临港新片区主城
区车辆总数达 15 万辆车次。 今
年， 主城区加大滴水湖商务楼宇
停车场开放力度，共开放 17 个室
内停车场共 7586 个车位，供游客
免费停车。 还首度通过应用智慧
城市进行路况分级管控， 通过对
海昌海洋公园、 滴水湖周边等六
个重要区域的停车场使用率、配
套停车场实际占用率的监控，启
动相应的道路管控措施。
海昌海洋公园是临港热门旅
游景点，8 天累计游客 13.4 万人
次。 当车流量增大，启动二级道路
管控情况下，沪城环路银飞路路口
的中间隔离带会封闭，这样车辆被
提前分流引导掉头，进入景区外围
停车场，减少道路交通压力；在一
级道路管控情况下，夏栎路、花柏
路等道路开放临时停车区域，可增
加约 2400 多个停车位。
在客流引导至距公园 1 公里
左右的外围停车场后， 公交部门
也临时增加调配车辆进行短驳。
多项举措基本了保证大部分
游客的停车需求。 记者在节日期
间随机采访滴水湖景区游客时，
大部分游客都表示， 停车较为方
便，但也有部分游客向记者抱怨，
停车排队等候时间长。
由于环湖区域地下停车库
少、 节假日与工作日人流量差距
大等原因， 停车一度困扰着节假
日来这里的游客。 开放办公楼宇
停车区域、 路况分级管控是新片
区管理者在多年旅游高峰期中摸
索出的经验。 记者从临港新片区
管委会了解到，未来，主城区将新
建公共停车场， 而新建的商场也
将建设多层地下停车库， 有望缓
解主城区停车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