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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荀澄敏

从昔日辉煌的 “工业锈带”，
到如今人民的“生活秀带”，作为
上海中心城区中最长的滨江岸

线， 杨浦滨江南段坐拥上海中心
城区最宽阔的朝南滨江观景面，
中北段则拥有上海中心城区唯一

的森林公园———共青森林公园、
黄浦江内唯一的封闭式内陆

岛———复兴岛等优质生态资源。4
月 7 日，“沿着高速看中国” 主题
宣传活动来到杨浦滨江。

为了 “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
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 保留城
市历史文化记忆， 让人们记得住
历史、记得住乡愁”。 杨浦滨江确
立了“以工业传承为核”的设计理
念，实现工业遗存的“再利用”、路
径线索的“新整合”、原生景观的
“重修复”、城市更新的“催化剂”。
这样既把工业历史保护好， 又使
得现实与传统交相辉映， 让每一
个来到杨浦滨江的人， 都能够阅
读这座城市的建筑， 感受这座城
市的肌理， 感悟这座城市特有的
历史文化风貌。

在杨浦滨江南段岸线上，规
划保护保留的历史建筑总计 24
处 66 幢， 总建筑面积达 26.2 万
平方米，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极
具特色的百年工业遗存。 这些重
要的历史遗存特色鲜明、 保存良
好， 赋予了杨浦滨江独特的空间
特征，已成为杨浦滨江的名片，也
是杨浦滨江在后续综合开发过程

中所必须重点加以保护和开发利

用的宝贵财富。
事实上， 杨浦滨江是上海乃

至中国近代工业最重要的发源地

之一， 形成了中国近代工业的众
多“之最”，包括中国第一家机器
造纸厂、第一座机器棉纺织厂、第
一座陆上水厂、 最早的煤气供热
工厂、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厂、最
早的外商纱厂、 拥有最多船坞的
修船厂、最早的民营船厂等等。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杨浦滨
江工业产值最高时曾占上海的四

分之一以上、 全国的二十分之一
以上。 滨江一带绵延十数里的工
厂区见证了上海近现代工业发展

的历史，具有时间早、类型多、分
布广、规模大等特点，曾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专家称为 “世界仅存
的最大滨江工业带”。

在公共空间的整体设计上，
杨浦滨江聚焦传承“有形的记忆”
和“无形的记忆”，呈现原貌、体现
精神， 唤起人们对杨浦百年工业
历史的回忆，形成“天然百年工业
文明展场”。

“有形的记忆”主要通过对历
史建筑、工业遗存、古树名木等实
物的保护保留， 让其所在地块当
年的工业风貌得以原味重现。“无
形的记忆” 则是将工业元素提炼
并融入公共空间的肌理和细节中

去， 将百年工业历史发展形成的
杨浦滨江工业文化、 工业精神展
现和传承好。

在维持建筑整体风貌的基础

上， 杨浦滨江岸线还着力打造博
物馆群落， 已经建成的上海自来
水科技馆、 中国救捞陈列馆和正
在建设中的世界技能博物馆、涵
芬楼文化中心等， 都提升了建筑
的可阅读性， 留存了珍贵的城市
记忆， 成为城市有机更新的示范
区域。

此外， 杨浦滨江进行了水土
涵养和生态修复， 建立多层次的
绿化系统， 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
存的城市生态基地，打造原真的、
复合的、生态的公共空间。

晨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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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作上海 "五个新城 "产业全球
招商推介，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清作
特色产业园区、在线新经济生态园
和民营企业总部集聚区全球招商推
介。市领导翁祖亮、诸葛宇杰、朱芝
松出席。副市长宗明主持。
这次大会上，一批规模大、能级

高、带动力强的重大产业项目集中
签约，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
工智能、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能源、
高端装备和在线新经济、总部经济、
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这批项目是
上海围绕 "十四五 " 开好局、起好
步全力以赴抓招商、引项目、促投资
的阶段性成果，将为上海推动高质
量发展、构筑发展新优势持续注入
新动能。
为进一步创新招商方式、拓宽

招商渠道，上海正式启动全球招商

合作伙伴计划。来自安联集团、黑石
集团、高瓴集团、红杉资本的 4 位
国际企业家和国际半导体产业协
会、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中国欧洲经
济技术合作协会、普华永道、世邦魏
理仕、戴德梁行等 6 家机构作为首
批合作伙伴，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
作用，为上海加快汇聚全球功能机
构、高端项目、优秀人才和创业团队
贡献智慧和力量。
进入新发展阶段，上海加快优

化市域空间格局。此次推介的嘉
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等 " 五
个新城 "，将高起点布局高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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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美谷 " 品牌，南汇新城要打响 "
数联智造 " 品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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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
成为各类市场主体和人才成长的新
热土。

上海全球投资促进大会举行 李强出席并见证项目签约

216个重大产业项目集中签约

记者 潘 文

晨报讯 民营企业是创新创业
的主体，也是城市经济活力的重要
载体。在昨天举行的 2021 年上海
全球投资促进大会上，上海正式发
布 3个民营企业总部集聚区，为民
营经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南虹桥民营企业总部集聚区，

规划面积 4.5 平方公里，目前已集
聚一批重点企业，将依托虹桥国际
开放枢纽，聚焦虹桥主城前湾地区
开发建设，重点发展国际贸易、生命
健康、文创电竞等业态，到 2025
年，将引进民营企业总部 100家。

张江民营企业总部集聚区，规
划面积 9.06 平方公里，依托上海全
球科创中心核心承载区建设，引进

和培育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
能等领域头部企业，到 2025 年，集
聚民营企业总部 50家。

市北高新民营企业总部集聚
区，规划建设面积 3.31 平方公里，
发挥“数智市北”产业赋能优势，面
向金融科技、健康医疗、文化旅游、
专业服务等领域，到 2025 年集聚
民营企业总部 60家。

杨浦滨江华丽变身

从“工业锈带”
到“生活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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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特色产业园区增至 40个
第二批 14 个园区总规划面积超过 50平方公里

记者 潘 文

晨报讯 在昨天举行的 2021
年上海全球投资促进大会上，上海
第二批 14 个特色产业园区正式对
外发布，总规划面积超过 50 平方
公里。

在第二批 14 个特色产业园区
中，聚焦三大先导产业推出特色产
业园区5个。其中，集成电路领域 2
个，新型显示产业园聚焦以新型显
示为主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围
绕龙头企业集聚上游面板材料制造
及设备制造企业、下游面板应用企
业、产业研究院和产业基金，打造自
主创新技术主导的新型显示协同产
业链。浦江创芯之城着力建设集成
电路研发与总部基地，依托头部企
业集聚效应，打造集成电路设计、装
备、封测等领域的头部企业集聚基
地。

生物医药领域 2 个，G60 生物
医药产业基地依托 G60 科创走廊
平台资源，聚焦生物医药研发和制
造核心环节，着力培育千亿级生物
医药产业集群。青浦生命科学园重

点发展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研发、
生产制造和专业化平台服务，加快
培育细分领域特色优势。

人工智能领域 1 个，临港新片
区信息飞鱼依托“国际数据港”功
能平台，发展跨境数字经济相关的
人工智能、金融科技、数字服务产
业。
聚焦重点领域补链强链，推出

特色产业园区 5个。电子化学品专
区于去年 12 月揭牌成立，重点发
展以光刻胶及其配套材料、电子特
气和湿电子化学品三大类产品，重
点加快提升集成电路供应链保障能
力。张江机器人谷以特色工业机器
人、智能服务机器人等发展重点，推
动关键零部件、核心控制软件等领
域攻关突破。临港松江科技城，围绕
工业互联网平台、标识解析、工业
APP、边缘计算等产业链关键环节，
聚力打造工业互联网创新集群。长
兴海洋装备产业园以建设海洋装备
产业高地为目标，打造集研发设计、
核心配套、生产服务等功能于一体
的海洋产业基地。临港新片区海洋
创新园以“海洋 +智能制造”为特

色，聚焦海洋工程技术攻关和产业
链孵化。
聚焦新兴融合领域，推出特色

产业园区 4 个。张江在线、长阳秀
带在年初正式揭牌，哔哩哔哩、美团
点评、字节跳动、叮咚买菜等一批新
生代互联网企业总部已相继落户。
市北数智生态园以“产业数字化、
数字产业化”为方向，推动大数据、
区块链、5G 产业集成发展，打造数
字化转型示范园区。虹桥临空数字
经济产业园依托航空服务、信息服
务优势，推进数字创意、数字健康、
数字出行等数字服务新领域，培育
数字经济产业高地。

去年 3 月，全市首批 26 个特
色产业园区集中发布，得到社会各
方面广泛关注。一年来，26个园区
热点不断、项目不断，产业高质量发
展前沿阵地作用逐步显现。26个园
区新签约项目数超过 600 个，总投
资超过 2000 亿元，特色产业规模
超过 3000 亿元，营业收入超过
4000 亿元，已成为各类要素集聚和
“双创”人才施展才华的大舞台，产
业高质量发展前沿阵地。

3个民营企业总部集聚区发布
到 2025 年将集聚民营企业总部超 20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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