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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上海·长宁”

长宁：因开放而兴 因改革而盛

今年 7月，科大讯飞在长宁区注册成立新
公司，从申请到完成注册只用了不到 7个工作
日。便捷高效的申请注册流程，为企业研发项
目在沪落地争取了宝贵时间，也又一次擦亮了
长宁的营商环境品牌。

长久以来， 长宁在老一辈上海人心中是
“洋气又神秘”的西区，中山公园、天山电影院
是几代上海人的记忆。上世纪 80年代，第一代
国家级经开区“虹开发”的横空出世，令长宁成
为上海对外贸易发展最迅速、经济密度最高的
城区之一。开放与务实兼具的城区底色，引领
和支撑着长宁的一路发展。

历经上世纪 90年代临空经济园区的 “西
进”与“数字长宁”的蓬勃发展，而今聚焦产业
发展与城市更新两大“十三五”区域发展战略
的长宁， 城区品质也随着产业推动不断优化。

一个营商环境更优、综合能级更强的国际精品
城区， 正在上海市区与长三角的交汇之地，酝
酿又一轮的厚积薄发。

“虹开发”精神奠定城区气质
1988年 8月 8日，位于长宁的虹桥经济技

术开发区第 26号地块， 完成土地使用权有偿
出让合同签约。

这是上海首次试点土地批租，更是新中国
首次以法规为保障，通过国际招标成功转让土
地使用权。 七年后的 1995年 8月 8日， 名为
“太阳广场”的双子塔在这里拔地而起，如同它
的名字，用改革与开放的光和热，引领着新中
国引进外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新途径。

土地批租，是虹桥开发区灿若星河的首创
之举中一颗闪亮之星。这片“星系”在 1986 年
诞生之初，规划面积仅 0.65平方公里。就在这
个当时面积最小的国家级开发区里， 孕育了
全国最早的区域详控规划， 首次开辟了以企
业管理开发区的新模式， 第一次向社会公开
发行了股票， 建立了全国最早的涉外居民区
古北国际社区。其中，古北新区通过率先完成
自来水、污水、雨水、电缆、煤气、电信、道路贯
通和施工场地平整等“七通一平”，使地价得以
升值后再进行交易，为上海此后的新区开发提
供了宝贵样板。

城区发展与产业开发并举的传统，从虹桥
开发区萌芽之初便镌刻进长宁的城市肌理。

“虹开发” 自身独特的定位———全国最早以发
展服务业为主的国家级开发区，更是奠定了长

宁之后 30余年的产业发展脉络。

而今漫步在楼宇林立的虹桥地区，国际高
端品牌荟萃的尚嘉中心、拥有空中立体花园的
金虹桥商场、以亲子娱乐特色成为“网红”商场
的虹桥南丰城，为这座上海最“古老”的开发区
注入新的商业活力。

今年年内，连通虹桥商圈九大商业体的地
下勾连网络就将全面建成，四通八达的地下空
间为上海探索土地集约利用开辟了新样
本———当年提升土地价值促开发的理念，在新
时代有了新诠释。传承第一代“虹开发”精神，

长宁新一代的建设者也将“开放”视为城区功
能提升和改革发展一以贯之的动力。

产业“西进”拓展强劲有力
今年 5月，长宁临空经济园区一片面积达

1.2万平方米的新地块有了最终归属： 春秋航
空将落户在此，建立起一座建筑面积近 4万平
方米的总部基地。此前，上海虹桥临空经济示

范区已经于 2016年底获批， 目标是建设成为
国际航空枢纽和全球航空企业总部基地。长宁
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功能高地正在崛起。

谁能想到，上世纪 90年代初，这里还是阡
陌纵横、田地成片的城市近郊。1993年，受土地
批租等“虹开发”开放思路的启示，长宁着手在
新泾地区筹建市西工业园，将城区东部的工厂
转移或通过土地置换迁至城区西部，由此激活
长宁狭长形版图中“人烟稀少”的西翼。

务实蓄力，敢抓机遇，是长宁推动产业发
展的关键品格。2008年， 上海市决定将临空园
区剩余土地性质由工业用地转为商办或综合
用地。此时的上海，总部经济理念方兴未艾，仅
2008年，新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就达
40家。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长宁在
释放出大量空间的临空园区积极发展总部经
济，联合利华、博世中国、科莱恩等国际企业区
域总部、研发总部相继落子这片上海市区难得
的广袤之地。临空“商居办”融合发展的思路，

也在大批海内外高端研发人才、青年白领进驻

园区后悄然生根。

位处沪宁、沪杭发展轴的“Y”形交汇点上，

毗邻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坐拥面向长三角乃至
国际市场“黄金位”的长宁，从未有“躺赢”的懈
怠。而今依托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上海 60%

的基地航空公司总部已落户长宁， 东航系、海
航系、春秋系、南航系等一批航空服务业龙头
和上海国际航空仲裁院等功能性平台机构，均
将这里视为大本营。2018年， 全区 588家航空
服务业企业完成税收 64.79亿元， 近两年年均
增速达 23.4%。在国际原油价格波动频繁的周
期性背景下， 依旧走出了一条稳健的发展之
路。

随着航空物流业经济贡献占比不断提升，

携程、爱奇艺、美团点评等互联网企业总部相
继进驻临空经济示范区与相邻的北新泾，长宁
“东强西弱”格局得到调整与优化，产业“西进”

拓展强劲有力。

园区发展不止步于园区，产业推进更不止
于产业。长宁依托区位优势修炼营商环境“内

功”的成果也得到多方肯定。就在去年，长宁在上
海首创的“一照多址”“一证多址”改革，跨区域网
络市场协同监管，以及“验放分离、零等待”等举
措三次获国务院通报表扬，务实精准的企业服务
补足了中心城区商务成本偏高的客观制约。

坚持融入全市发展大局， 主动探索改革，长
宁在积极落实国家战略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升自
身的城区发展地位，在“虹开发”后树起了“新长
宁”的品牌。

产业更“新”城区“更新”

“十二五”末期，长宁作为上海率先完成成片
二级以下旧里改造的中心城区，第一个遭遇土地
资源临近天花板的现实挑战，依靠土地开发带动
产业的模式成为历史。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技术与基础科学的不断融合，新型
科技企业对创新环境的渴求正从昔日关注硬件
水平，转为重视区域的软性优势。

去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科大讯飞上海

总部与科大讯飞(上海)人工智能及脑科学研究院
确认落户长宁。下一步，支撑科大讯飞未来技术
和业务布局的多语种、脑科学研究都将在上海主
力研发，企业也将借助上海的金融、专业服务、智
能汽车和对外开放优势，推出新的人工智能应用
产品。

“办公租金和税收优惠不再是吸引企业的主
力军，人文关怀、办事效率这些来自政府的服务
意识更为企业看重。”科大讯飞上海分公司总经
理赵翔说，除了比邻虹桥枢纽、面向长三角的地
缘优势，长宁的营商环境、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都令这家总部位于安徽合肥的企业印象深刻。

依托自身信息服务业与互联网产业的根
基，不再有“大块面”搞生产的长宁，近年来
着力在吸引智慧型、 重研发的人工智能企
业上下功夫， 如今已集聚了 220余家，其
中就包括深兰科技、依图科技、西井科技
等一批细分领域的“头部企业”。

“对于认准的重点产业，要一步一
个脚印扎实推进，不要因短期经济利
益就照单全收， 要处理好当前与长
远的关系。”区领导如是说。

而今，长宁区域内航空服务
业、智能互联网、时尚创意等三
大重点产业已纳入全市产业
地图，人工智能、金融服务业
两大新产业正担纲起形成新
增长点的重任。在有限的空
间资源里， 长宁想方设法
盘活存量空间，一批创意
产业园蓬勃发展，星罗棋
布地扎根在高校、 老厂
房、存量楼宇。德必、环
东华等产业园集聚了
时尚创意产业不同细
分领域的优质企业，

上生·新所、 幸福里
等城市更新项目则
将历史建筑、工业遗
存与当代都市生活
结合。

老派与新潮、

传承与开拓、 坚守
与创新， 一幅幅生
机勃勃的改革发展
图景在长宁演绎、

呈现、铺展……

长久以来， 长宁在老一辈
上海人心中是 “洋气又
神秘”的西区。而今聚焦
产业发展与城市更新两
大“十三五”区域发展战
略的长宁，城区品质也随
着产业推动不断优化。

一个营商环境更优、综
合能级更强的国际精品
城区， 正在上海市区与
长三角的交汇之地，酝
酿又一轮的厚积薄发。

聚焦产业发展与城市更新两大“十三五”区域发展战略 而今营商环境更优综合能级更强

长宁：承继开放务实底色 酝酿又一轮厚积薄发
■本报记者 舒抒

新中国成立以
来， 长宁与祖国同发
展、共进步。作为上海改革
开放的重要窗口和连接国
内、 联系国际的重要门户，

长宁因开放而兴、因改革而
盛。进入新时代，我们坚决
贯彻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

在抢抓机遇中阔步向前，在
迎接挑战中勇毅笃
行， 为加快建设国际
精品城区而努力奋斗

勇毅笃行，建设国际精品城区
长宁区委书记 王为人 长宁区区长 顾洪辉

七十载砥砺奋进，七十载沧桑巨变。新中
国成立以来，长宁与祖国同发展、共进步，区域
发展欣欣向荣，城区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群众
获得感显著提升，在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高水平改革创新的道路上不断前进。进入新时
代，我们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坚决贯彻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在
抢抓机遇中阔步向前， 在迎接挑战中勇毅笃
行，为加快建设国际精品城区而努力奋斗。

始终抓牢发展第一要务。长宁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立足深度转型的发展阶段，保持
战略定力，大力推进产业高端化特色化发展。

从现代服务业“七朵金花”到“3+X”重点产业，

加快产业优化升级，航空服务、智能互联网、

时尚创意等产业集群不断壮大， 人工智能等
战略性新型产业实现快速增长， 第三产业增
加值占全区生产总值的 92.9%。2018 年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 1418.78 亿元， 人均 GDP 达
20.45万元/人， 地均 GDP 达 37.04 亿元/平方
公里，经济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坚持城市更新
与产业协同发展，制定城市更新总体方案，促
进生产空间、生态空间、生活空间、文化空间
更加有机统一。

改革和创新是根本动力。作为上海改革开
放的重要窗口和连接国内、联系国际的重要门
户，长宁因开放而兴、因改革而盛。多年以来，

长宁敢闯敢试，创造过无数个第一，诞生了全
国首个以服务业为主的国家级开发区———虹
桥经济技术开发区，探索了全国第一块国际招
标的土地批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主动对
接服务上海自贸试验区、科创中心建设、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 主动瞄准最高标
准、最好水平，重点突出“八张改革特色牌”，不
断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水平和市场化

程度、安全感满意度更高的营商环境。

增进民生福祉是根本目的。我们坚持以党建
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惠及广大
人民群众。 长宁在全市率先发布教育、 卫生、养
老、文化“优质+均衡”计划，积极承接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改革、智慧健康养老应用示范基地两项
全国试点，全面推进非成套房屋综合改造、精品
小区建设，积极开展老旧住宅加装电梯，全力推
进架空线入地， 贯通开放苏州河步道和外环绿
道。以全市乃至全国生活垃圾分类做得最好的城
区为目标，率先整区域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全区
所有居民小区实施定时定点分类投放，沿街商铺
和单位实现分类达标全覆盖。

我们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谱写新时
代长宁发展新篇章，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中山公园 百年名园相伴繁华商圈
中山公园始建

于 1914 年， 是上海
最著名的大型公园
之一， 占地总面积
20.96 万平方米 ，其
中绿地面积 12 万平
方米。公园原称“兆
丰花园”， 曾是英商
私家花园，新中国成
立后向公众开放。目
前公园每年接待游
客约 1200 万人次 ，

主要为上海本地市
民和中外游客。

2016年 6月，中
山公园开始实行 24 小时全天候开放，

成为上海大型综合公园中率先实施全
天候开放的公园。今年 7 月 1 日，苏州
河健身步道（长宁段）二期开放，步道长
宁段总长达到 5.6公里， 市民从中山公
园出发可一直畅通无阻漫步至双流路，

欣赏苏州河沿岸风光。

中山公园商圈亦是沪上老牌商圈，

区域面积约 1.14平方公里，日均人流量
达 40余万人次。而今，中山公园商圈已
形成以龙之梦购物中心为“龙头”的交
通枢纽型商业中心框架，商业载体总面

积约 47万平方米。在商圈地下，还有一
条四通八达的地下网络，连通龙之梦购
物公园、兆丰广场、玫瑰坊、“上海小马
路”与长宁来福士广场等商业载体。

在商圈周边的后街、支马路，长宁
区近年来加快特色商业街区建设。2015

年起，愚园路长宁段开启城市更新，“愚
园艺术生活美学街区”逐步形成，通过
形态调整、业态提升、服务双创、智慧联
结、艺文渗透等五方面，为拥有百年历
史的愚园路注入新活力， 先后引入 50

余家特色小店和新业态入驻。

上生·新所 城市更新唤醒时尚地标
2018 年 5 月 25

日， 延安西路 1262

号上生·新所正式对
外开放。地块位于愚
园路、 衡山路-复兴
路以及新华路等上
海市中心三大历史
文化风貌区交界处。

上生所区域的历史
可追溯至上世纪 20

年代， 孙科住宅、哥
伦比亚总会等重要
历史建筑，以及麻腮
风大楼等颇具代表
性的工业遗存均聚
集在此。其中，已列入上海市文物保护
单位的孙科别墅由建筑大师邬达克设
计， 建于上世纪 30年代， 糅合了西班
牙、巴洛克、意大利文艺复兴、中式庭院
等多种建筑风格。 新中国成立初期，这
里是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所在地，

“上生所” 也成为几代上海人对这一地
区的回忆。

2016年，长宁区对上生所地块展开
城市更新，包括历史保护建筑、工业建
筑及新建当代建筑共 18栋。修缮时，小
到地上的马赛克瓷砖、 门把手五金件，

大到红色筒瓦覆盖的屋顶、巴洛克式弧
线设计的窗框，均严格遵循“修旧如故”

的原则， 使上生·新所成为近年来上海
历史风貌保护的代表性案例。

开放后的上生·新所成为集文创办
公、购物娱乐、休闲体验为一体的开放
式国际文化艺术生活圈，不仅是国内外
品牌在沪新品发布的热门地点，也得以
成为“上海购物”品牌打造全球新品首
发地的时尚新地标。 通过城市更新，昔
日的海派街区氛围延续，也为本地居民
提供了多元化的生活服务。

新泾六村 老公房探路“AI社区”

近年来，长宁区
通过非成套改造与精
品小区建设， 预计到
2020年，全区将基本
完成 24.6 万平方米
的非成套公房成套化
改造。 新泾六村精品
小区建设于 2017 年
8月开工， 是长宁第
一批三个试点精品小
区之一 ，2018 年 10

月完成竣工验收。目
前， 新泾六村已经被
列为 2019 世界人工
智能大会应用场景试
点之一，“AI社区” 相关建设接近尾声，

率先完成了“精品小区 2.0版”建设。

在新落成的新泾六村社区居民中
心， 大门口一台 24小时智能问诊机颇
吸引眼球。它通过与社区卫生服务数据
的汇聚，为居民形成了个性化的动态健
康跟踪记录。居民中心二楼的“体魔方”

项目通过对健身器材的智能化改造，可
以为社区各年龄层居民提供个性化的
运动“处方”，及时避免不必要的运动损
伤。此外，新泾六村还在社区高龄独居
老人家中安装了无线网络生物探测系

统，如发现老人行动异常，系统会第一
时间自动通知紧急联系人和居委会干
部上门查看。

预计到今年底，新泾六村“AI社区”

将基本构建居民生活服务重点领域数
据的一次采集、资源共享、联动服务模
式，实现智慧康养、智慧物业、智慧文
体、智慧政务、智慧安防、智慧金融、智
慧街面、 智慧商业等重点领域 AI应用
场景的全覆盖。这片普通的老公房居民
区正成为上海最智慧的社区之一，也将
为上海建设“AI社区”探索新路。

中山公园内曲径通幽、绿树成荫。 上生·新所原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内的游泳池。 新泾六村新落成的社区居民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