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新时代，踏
上新征程。 普陀将全
力抓住中央交给上海的“三
大任务一大平台” 建设，奋
发进取、务实创新，努力打
造上海科创中心新的创新
增长极、长三角创新企业集
聚地、国家“一带一路”国际
创新行动计划的承载地，创
造新时代普陀发展新
传奇

科技创新布局“承载轴” 武宁路
武宁路，是普陀区

连接上海市与长三角
的重要通道，是联动城
市活力区和产业调整
区的重要纽带，也是带
动区域科技创新能力
提升的重要承载轴。普
陀区将这条 “大院大
所” 汇聚的主干道，定
位为“一轴两翼”科创
布局中的创新发展轴。

普陀区的目标是，

再用两年时间， 以武宁
创新发展轴为核心，依
托武宁路两侧开发建设，加速集聚各
类创新要素、平台载体，形成更加良
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以开放创新
为动力策源、加速引进一批科技创新
重大项目、龙头企业和创新团队，搭建
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体系、 形成高成
长性的科技企业梯队； 以优化院地合
作机制、合作平台和合作项目为抓手，

建立全链条式的科技服务体系， 形成
高效产出的技术转移转化格局。

武宁科技园、天地软件园、华师

大科技园、 谈家 28等科技园区二次
开发、能级提升加快推进，为带动区
域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大动力。

目前，武宁路沿线中信泰富科技
财富广场、沪西工人文化宫改造等一
批重点项目正在推进， 小俞家弄、红
旗村、武宁科技园等一批城市更新改
造项目也在大力实施， 活力社区、共
享空间等综合环境显著提升，一批新
型研发机构、龙头科技企业和领军人
才团队加快向武宁创新发展轴集聚。

转型升级产城融合 桃浦智创城
中以（上海）创新

园今年落户桃浦智创
城。 这个中国和以色列
两国科技创新的重大
项目，正在以桃浦智创
城为载体，项目分三期
建设， 重点关注中以两
国优势领域的联合研发
项目、成果转化项目、早
期产业化项目， 吸引以
色列高校、科研机构、企
业来沪开展合作。

目前，首批已有雷
哈韦（上海）众创空间
管理有限公司等 10 家合作机构签
约。此外，正通过联合华东师范大学
转化科学与技术联合研究院、雷哈韦
等单位举办华师大—海法大学以色
列创新成果项目路演， 筹划设立上
海—以色列创新基金，与境内外资本
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

中以（上海）创新园的落户，让桃
浦智创城如虎添翼。整个桃浦智创城
面积约 7.9平方公里， 对标浦江两岸
开发标准进行建设， 通过积极实践

“产城深度融合、低碳绿色生态、城市
设计人性化”， 这里将成为上海市转
型升级的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示范
区、卓越城区建设的示范区。

如今，桃浦智创城核心区形态初
具。桃浦中央绿地是近年来上海市中
心最大的开放式绿地项目，目前开放
的“北三块”约 15 万平方米，许多市
民眼看着这里从一片拆迁工地，变成
了一处山峦起伏、绿意盎然的城市生
态绿洲。

生态名片 上海科技金融产业集聚区
依 “铁臂山”、傍

“银锄湖” 的长风生态
商务区， 环境优美、是
上海第一个以 “生态”

命名的商务区，也是上
海首批重点推进的现
代服务业集聚区之一。

根据普陀区最新产业
发展目标，长风生态商
务区东扩、西进、北拓，

与相邻的长征地区实
现一体化联动，共同打
造“上海科技金融产业
集聚区”， 发展成为延
续历史文脉、展示海派精致、体现城
市活力、产业高端、功能完善、品质卓
越、令人向往的产业城区。

集聚区正在构建 “一区四园”格
局———“科技金融产业园”包括 2.2平
方公里长风区域， 将聚焦推进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与金融
产业的融合发展， 打造集聚区核心；

“互联网+” 产业园包括天地软件园、

华大科技园、新曹杨高新技术园区、中
环商圈、 金沙江路互联网影视产业集

聚带等区域，还将以环球港、近铁城市
广场、长风大悦城、中环百联、中信泰
富、红星美凯龙等为重点，打造品质卓
越的市级商贸商圈；“智能科技产业
园”包括中环国际中小企业总部社区、

机器人产业园、 普罗娜智慧照明产业
园、118广场等区域，聚焦发展智能制
造和智能服务等领域；“国际教育产业
园”则主要围绕华东师范大学区域，重
点推进生态、人文、教育发展，推进校
园、园区的公共资源开放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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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苏州河滋养与恩惠最
多的上海中心城区，

要数上海“西大堂”普
陀区。如今，苏州河畔
规划布局正在铺展，

成为中心城区 “最具
想象力”的品质空间。

“临水而兴” 的普陀
区， 正在积极承载上
海“四大品牌”建设，

凝心聚力打造科创驱
动转型实践区、 宜居
宜创宜业生态区

扫二维码看
“遇见上海·普陀”

母亲河苏州河， 蜿蜒滋养着上海这座城
市，孕育出沿河两岸的百年民族工业。受苏州
河滋养与恩惠最多的上海中心城区，要数上海
“西大堂”普陀区。

一直以来，这个城区与“水”共荣共生。昔
日的普陀段河湾，是民族工业的发祥地。如今，

苏州河河畔规划布局正在铺展，成为中心城区
“最具潜力”的品质空间：“一轴两翼”科创版图
渐渐清晰，聚焦智能软件、科技金融、研发服
务、文化创意等优势产业，一批重大项目陆续
落地； 苏州河畔曹家渡地区集聚电竞要素，将
形成“泛娱乐”24小时活力街区，与长风生态商
务区实现联动；今年底，沿河空间将全线贯通，

“天安千树”城市综合体即将开张，成为保护建
筑厂房与现代城市综合体有机融合的城市更
新的新实践……

滨河区域生机勃勃， 水岸经济特色鲜明。

“临水而兴”的普陀，正在积极承载上海“四大
品牌”建设，凝心聚力打造科创驱动转型实践
区、宜居宜创宜业生态区。

工业遗产承载产业发展
苏州河近代工业文明，给普陀区留下了一

批百年厂房和车间仓库。这些不可复制的历史
资源，被精心改造成一个个创意园区，成为普
陀区孕育发展优势产业的载体。

长寿地区， 有着苏州河最美岸线 “五瓣
莲”。沿河的莫干山路 50号 M50创意园，可以
说是上海文化创意园区的源头。这里最初是成
立于上世纪 30年代的信和纱厂， 后来成为春
明粗纺厂的闲置厂房。1999年底， 纺织产业结
构调整，实行关停并转。暂时空置的厂房被艺
术家薛松发现， 他把个人工作室开进这里。此
后， 来自 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家艺术机
构和设计创意公司纷至沓来，使 M50成为国际
知名的时尚文化新地标。

以此为开端，普陀一批老建筑被陆续“激
活”：澳门路上的中华 1912 创意产业园，是中
华书局印刷所澳门路厂旧址， 也是我国唯一保
留完整的出版机构旧址，2010年重新打造开业
后，致力于文化传媒创意产业发展，还设立了青
年创业就业孵化基地；曹杨路桥旁的开伦·江南
场， 前身是赫赫有名的江南造纸厂，2015年底
变身为欧陆风格创意办公园区， 引入一批互联
网科技企业……

藉由母亲河的恩泽，普陀区正在加快发展
人工智能、科技金融、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专业
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新兴产业，精准扶持

的产业政策吸引了大批优质企业落户河畔。在
苏州河畔成长起来的“饿了么”，去年被阿里巴
巴联合蚂蚁金服以 95亿美元全资收购。 这家
年轻的互联网企业一直扎根普陀，企业联合创
始人康嘉曾说：“每天在近铁城市广场的办公
室里，凝视着脚下奔流的苏州河支流，仿佛注
入无限活力。”

无限活力与强劲动能，也体现在普陀区产
业布局上。前几天，普陀区主办的一场“数据驱
动智能天地———AI推进品牌经济高质量发展”

论坛，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前最重要的
暖场活动之一。一批人工智能重点项目纷至沓
来： 普陀区积极推进中德人工智能中心建设，

聚焦 AI和 VR等领域，推动位于德国萨尔州的
ZeMA产业园与桃浦智创城合作； 上海清华国
际创新中心也将落户普陀，共同推进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国际创新中心建设。

沿河布局“一轴两翼”

“一轴两翼”重点地区建设，把整个普陀区
域版图变成一只在苏州河上空翩翩起舞的“美
丽蝴蝶”。“一轴”武宁创新发展轴，正在建成

引领科创能力提升的创新创业活力带， 科技
创新策源地，转型发展新引擎；“北翼”桃浦智
创城，与真如副中心联动，形成北翼城市转型
示范走廊；“南翼”长寿商业商务区，与上海科
技金融产业集聚区彼此联动发展， 形成滨河
开放活力带。

大手笔的功能区布局，背后是陆续腾出的
滨水发展空间。这些年来，普陀区内曾经繁荣
的各类市场渐渐退出历史舞台，陆续关闭铜川
路水产市场、曹杨路果品市场、曹安农产品市
场、真如农贸市场、三官堂禽蛋批发市场等等，

一大批低端市场腾出超过 3000亩广阔空间。

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慎明显感到， 到桃浦来参观交流的人越来越
多。 本月他刚刚接待了一支由 12名以色列市
长组成的代表团。自国家级重点项目中以（上
海）创新园落户以来，桃浦又迎来发展新机遇，

将借助两国优势项目，发掘、培育和吸引创新
资源，搭建国际创新合作示范区。

星光耀广场、天汇广场、高·尚领域“金三
角” 的建成， 也让真如副中心成为被关注焦
点。未来，这里将发挥上海西站城际、城市交
通枢纽综合优势， 规划建成服务长三角的公

共活动中心。此外，真如古寺、真如古镇、真如
港、梨园浜等也将被纳入规划，创造文化厚重
的旅游资源。

上海科技金融产业集聚区和长寿商业商
务区与“水”物理距离更近、链接更为密切。目
前， 集聚区正在对城市空间进行优化与拓展，

规划构建 3条廊道。 苏州河南岸的长寿地区，

正在布局曹家渡电竞城， 并借此梳理临河空
间，结合曹家渡人行天桥—电竞城二层平台—

长寿路商圈天桥， 形成多维立体交通空间，激
发商圈活力。

民生福祉“不留死角”

苏州河沿岸曾经产业工人云集、 旧房遍
布，多年来，普陀区把旧区改造作为最重要的
民生任务。

上海内环线内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生态居
住区中远两湾城，曾是苏州河畔著名的“两湾
一宅”棚户区。老普陀人、摄影家陈泰明跟拍了
中远两湾城 20年，留下上万张珍贵的老照片。

如今，危棚简屋早已变成林立高楼，生活设施
应有尽有、环境如同公园，每年的苏州河上龙

舟赛都选在这片水域举办。陈泰明感叹：看苏
河绕城，瞧飞鸟擒鱼，同儿孙嬉戏，赏四季景
色，真是美不胜收……

经过多年努力，普陀区已全面完成成片二
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居民们生活质量大大提
高。如今，全区正在构建廉租住房、共有产权保
障住房、公租房和征收安置住房“四位一体”住
房保障体系，在就业岗位集聚地区，将进一步
提高租赁住房比例；还将结合“15分钟社区生
活圈规划”，改善老旧住房设施和居住环境，提
高居民生活舒适度。

近年，不少普陀居民最期待的就是老旧住
房成套改造。普陀将 55.5万平方米住房纳入成
套改造计划，通过空间重构的方式，为每家每
户增加室内独用厨卫空间。

家住老工人新村曹杨新村南岭园的马阿
姨告诉记者，成套改造让他们一家彻底改变了
生活环境。现在，打开房门就是狭长形的厨房
间，里面的卧室宽敞通透，卫生间面积虽小但
功能齐全，屋外还有天井和储藏室。

普陀今年已启动老旧住房成套改造 15个
地块，2020年再启动剩余 10个零星地块，让民
生福祉“不留死角”。

“追梦”新时代 创造发展新传奇
普陀区委书记 曹立强 普陀区区长 周敏浩

普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发源地
之一， 中国近现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不
少“远东之最”“中国之最”在这里诞生。新中国
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委、市政府
坚强领导下，普陀人弘扬“追求卓越、尚德包
容、务实坚韧、团结奋斗”精神，改革突破创出
多个第一，如：上海第一家实行承包经营责任
制的区属商店、上海第一家粮油超市、上海第
一家技术市场、 上海第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
等，涌现了徐虎、曹道云、陈扣娣、梁慧丽、杨兆
顺、张兴儒、金晶、朱雪芹、于井子等一批在全
国有影响力的先进典型。 党的十八大以来，普
陀人传承革命之志、勇担时代使命，不忘初心、

笃实前行，全面建设“科创驱动转型实践区、宜
居宜创宜业生态区”。

面向高质量， 走好科创驱动转型新路子。

坚持抓创新调结构促转型，实现更有质量效益
的发展。 关闭铜川路水产市场等 35家大型低
端市场，2018年底， 第三产业占生产总值比重
达 88.8%，8 家企业入选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对接科创中心建设，加速集聚创新要素，

建成一批国家级、市级科创载体平台。以桃浦
地区转型为龙头，以中以（上海）创新园、上海
清华国际创新中心等项目建设为契机， 推动
“一轴两翼”重点地区联动发展，2018年财政总
收入同比 1978年增长 503倍。扎实推进“放管
服”改革，擦亮“服务是普陀第一资源”品牌，政
府透明指数位列全国第一、全市率先建立新设
企业服务专区。

着力补短板， 营造宜居宜创宜业新生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以赴惠民生。全面完
成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征收，累计拆除二级

旧里以下房屋500多万平方米，12万户家庭告
别“蜗居”。2018年开始，分 3年全面启动 55.5

万平方米旧住房成套改造， 并同步推进老旧
小区综合修缮。抓好“五违四必”综合整治、绿
化景观提升、断头路辟通、苏州河岸线贯通和
河道整治等，不断提升城区功能品质。用绣花
功夫加强城市管理， 建成 “智联普陀城市大
脑”、 设立 25个网格化综合管理服务片区，把
群众“家门口”的事办实办好。

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普陀将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

全力抓住中央交给上海的 “三大任务一大平
台”建设，奋发进取、务实创新，努力打造上海
科创中心新的创新增长极、长三角创新企业集
聚地、国家“一带一路”国际创新行动计划的承
载地，创造新时代普陀发展新传奇。

“一轴两翼”重点地区布局宛如“美丽蝴蝶”，舞动出转型升级勃勃生机

普陀：打造苏州河畔“最具潜力”品质空间
■本报记者 栾吟之

武宁科技园。 中环商圈。 桃浦中央绿地。

苏州河畔普陀铺展科创驱动转型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