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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钟 晖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市政

府新闻发布会， 市政府副秘书长
王为人介绍了 《上海市 “一江一
河”发展“十四五”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相关情况，市住房城乡
建设管理委主任、市“一江一河”
办主任姚凯，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
理委副主任、市“一江一河”办常
务副主任朱剑豪， 市规划资源局
副局长许健， 杨浦区副区长徐建
华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 并回答
记者提问。

不断优化完善
机场疫情防控

晨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
正昨天在检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外防
输入的首要关键点是口岸，口岸的
重中之重是机场。要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
神，认真对照市委“三个最严”要求
狠抓落实，紧盯疫情的新变化、新特
点，坚持人、物、环境同防，对机场防
控工作全流程、各环节再梳理、再优
化，切实提高防疫管理和人员防护
水平，坚决守牢国门、守好城门。
下午，龚正一行来到浦东机场

T2航站楼出发层，一路检查防疫工
作，并走进运行指挥中心，通过大屏
幕详细察看入境客运、货运疫情防
控流程及落实情况。
龚正指出，面对复杂多变的疫

情形势、外防输入的巨大压力、守护
国门的重大责任、刻不容缓的防疫
任务，要高度关注防控工作中存在
的不适应、不匹配、不及时等问题，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
心理、松懈心态，始终拧紧思想发
条，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构
筑起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
龚正指出，要始终坚持从严从紧

从细，在实践中不断优化完善机场疫
情防控措施。要强化防控机制建设，
进一步加强对机场防控工作的指挥
调度和统筹协调，确保各链条工作
环环相扣、无缝衔接。要强化防疫责
任落实，按照国家要求，督促指导航
空公司、物流企业、贸易公司等压紧
压实主体责任，对防疫责任落实不
严不实的要依法依规严肃追责。要
强化从业人员管理，按照分区分类
管理的要求，做好高风险人员闭环管
理，完善健康监测、定期核酸检测、环
境消杀、防疫知识培训等举措。要强
化人文关怀措施，加强对一线人员
的关心关爱，做好高温作业防暑降
温工作，科学合理安排人员轮换，进
一步健全职业发展和保障机制。

上海召开居民
水价调整听证会

晨报记者沙情奕报道 8 月
31 日下午，市发展改革委在上海科
技馆举行市属供排水企业服务区域
居民用户水价调整听证会，听取社
会各方面对水价调整方案的意见和
建议。22名听证会参加人和 3名听
证人出席会议，8 名旁听人员列席
听证会。
听证会上，参加人在认真审阅

成本监审报告和前期深入调研的基
础上，对提交听证的居民用户水价
调整方案，从不同角度、多方面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
绝大多数参加人表示，水价变

动对多数居民家庭支出影响相对较
小，水价变化基本处于可接受范围
以内，相对于水价调整，市民更注重
水质的持续提升和供排水服务质量
的提高。同时，听证会参加人还对进
一步完善水价调整方案提出了具体
的意见和建议。
市有关部门表示，听证会后将

综合分析本次听证会及新闻媒体、
市民热线、供水热线、来函等多种渠
道征集到意见、建议，吸纳合理意见
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照规定程序
报批方案。本市将进一步加大对供
排水行业的监管力度，确保调价收
入规范使用，督促企业进一步降本
增效、提升管理水平，改进服务质
量，切实履行各项承诺。

《上海市“一江一河”发展“十四五”规划》发布

黄浦江将增20公里滨水岸线

问：能否具体介绍一下苏州河
未来会有怎样的水陆联动，给市民
或者游客带来哪些感官、体验上的
变化？

朱剑豪： 苏州河地区也好，黄
浦江沿岸地区也好，充分发挥滨水
地区功能品质，我们在这方面有很
多的考虑。在苏州河沿岸地区分布
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上
海城市文化尤其是现代工业文明
的发源地，也是上海塑造城市特色
和城市魅力的关键载体。“十四
五”期间，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重
点考虑如何进一步加强苏州河沿
线的水陆联动：

一是我们要在规划上进一步
梳理整合。在苏州河沿岸地区，我
们一直非常注重沿线历史建筑遗
存开发利用和保护，对苏州河沿
岸的历史资源将加强系统梳理，

针对重要点位和重要区段，也将
进一步做好具体方案深化，全面
做好历史遗存的留改、更新、使
用。苏州河也是一条非常适合水
上活动的河道，我们将结合水上
活动的需求，进一步完善码头布
点和水上活动的设施规划，结合
滨水公共空间提升项目逐步实
施。统筹考虑陆域的历史文化资
源和水上活动资源，实现整体联
动，激发活力。

二是将在活动策划和功能注
入上加强互动。一方面要加强活化
利用历史建筑，沿线的河滨大楼、
福新面粉厂、华东政法历史建筑群
在修缮和整治过程中，将更加注重
底层建筑空间的开放，形成陆域和
水域的亲水互动，利用功能的注
入、历史元素的提炼等方式，向社
会公众展示海派文化历史传承。另

一方面要进一步注重水上体育活
动、旅游线路和沿线历史文化遗存
的互动，打造休憩、文化探访、水上
体育等活动相结合的富有活力的
生活空间。

三是加强沿线地区的文旅资
源整合。如普陀区依托梦清园 -
浅水湾、莫干山路时尚创意街、
M50 等活化空间，已经形成了品
牌效应，后续将进一步改造提升苏
州河工业文明展示馆、纺织博物
馆、梦清馆等文博场馆，注重资源
整合。“十四五”期间，还将重点推
进包括嘉定“南四块”区域，普陀
长风西片区、M50 园区 - 宜昌路
特色街区，长宁“一纺机”区域、静
安东斯文里、苏河湾地区，黄浦的
北京东路沿线等区域的城市更新，
使苏州河两岸逐步成为宜居生活
示范区。

[发展目标]
总体思路上，深入践行“人

民城市”重要理念，坚持发展为
要、人民为本、生态为基、文化为
魂，以高品质公共空间为引领，推
动深度开发，优化功能布局，培育
核心产业，打造城市地标，努力将
黄浦江沿岸打造成为彰显上海城
市核心竞争力的黄金水岸和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会客
厅，将苏州河沿岸打造成为宜居、
宜业、宜游、宜乐的现代生活示范
水岸，实现“工业锈带”向“生活
秀带”“发展绣带”的转变，将
“一江一河”滨水地区打造成为
人民共建、共享、共治的世界级滨
水区。

发展目标上，总体概括为
“2+5”。2 个总目标：黄浦江两
岸地区基本建成体现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发展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
集中展示区，文化内涵丰富的城
市公共客厅和具有区域辐射效应
的滨水生态走廊；苏州河两岸地
区初步建成超大城市宜居生活典
型示范区，基本建成多元功能复
合的活力城区、尺度宜人有温度
的人文城区、生态效益最大化的
绿色城区。5个分目标：一是努力
打造高品质的滨水公共空间。黄
浦江两岸实现新增滨水贯通岸线
约20公里，新建滨水大型绿地及
公共空间约400公顷。苏州河沿
线实现中心城区 42 公里岸线全
面贯通开放，新建滨水绿地及公
共空间约80公顷。二是努力打造
文化内涵丰富的城市公共客厅。
重点推动 20 余处高等级公共设
施建设，推动“一江一河”沿线约
33 万平方米历史建筑及工业遗
存保护和更新利用。三是努力打
造城市核心功能的重要承载地。
加快核心产业和要素集聚，“十
四五”期间黄浦江两岸地区推进
总量约700万平方米商业、商办
楼宇建设及核心产业功能入驻。
四是努力打造功能复合的蓝绿生
态走廊。全面开展沿江沿河污染
整治及生态环境建设，推进约 4
平方公里沿线产业区块土地收
储；打造“一江一河”上游地区及
主要支流生态走廊网络，重点推
进苏州河上游地区约 35 公里及
黄浦江-大治河沿线生态走廊建
设。五是努力打造滨水地区精细
化治理示范区。推进“一江一河”
滨水区域公共空间综合管理立
法，成为城市精细化治理重要示
范区。

[问答摘录]

问：“十四五”期间，在推动“一
江一河”两岸实施贯通方面会有哪
些重点工作？ 另外，还有哪些区域
将会贯通？

朱剑豪：我们将持续推动“一
江一河”公共空间贯通开放，把更
多资源留给人民，进一步扩大贯通
的红利。黄浦江两岸结合区域功
能转型及大型绿地建设，持续推进
公共空间南拓北延。推进滨江贯
通岸线向核心段南北两侧延伸，新
增约 20 公里滨江公共空间贯通
岸线。重点推进吴淞滨江示范段
约 5 公里岸线，高桥港南片区、沪
东船厂、中海三林船厂等区域约
7.3 公里岸线，徐浦大桥以南区域

3 公里岸线，杨浦滨江中北段约 6
公里岸线，浦江、紫竹、江川滨江约
5 公里岸线等滨江公共空间的贯
通开放。加快推进大型绿地公园建
设，改造提升现有公共空间及滨江
岸线，打造集自然生态、亲水互动、
旅游休闲于一体的活力节点。重点
推进世博文化公园、三林楔形绿
地、滨江森林公园二期、杨浦大桥
绿地、董家渡景观花桥、兰香湖等
大型生态绿地和公共空间建设，实
现新增公共空间及绿地约 400 公
顷。

苏州河两岸持续推进全面贯
通开放，加快推进长寿路桥（静安
段）等桥下空间品质提升，多策并

举推进沿岸住宅小区的滨水空间
品质提升及开放工作，到 2021 年
底实现中心城段全面贯通开放。
中心城区段结合滨河步道串联公
园绿地，郊野段形成具有生态和
休憩功能的郊区生态节点。推进
浙北绿地、长安路节点绿地、岸线
公园、“一纺机”公共绿地、“南四
块”公共绿地等大型绿地空间的
建设实施，新增公共绿地约 80 公
顷。推进临空 2 号公园和滑板公
园提升改造，实现全时段开放共
享。加快推进上游闵行段、青浦
段、嘉定段生态廊道建设，实现吴
淞江苏申内港线段生态廊道及滨
水空间贯通。

持续推动“一江一河”公共空间贯通开放

进一步加强苏州河沿线水陆联动

上海要将“一江一河”滨水地区打造成为人民共建、共享、共治的世界级滨水区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