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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志彦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
《关于支持浦东新区改革开放再出发
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昨天，浦东举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科技产业新高地， 加快推进上海国
际金融中心核心承载区建设” 市区两
级集中签约仪式。市经信委、市科委、

市金融工作局分别与浦东新区政府签
署相关合作协议， 并推出一批重磅扶
持政策。

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根据市经信委和浦东新区政府

的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在浦东打造
中国芯、创新药、智能造、未来车、数
据港、 蓝天梦等六大硬核产业集群，

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据悉， 这些举措包括支持各类创
新资源集聚浦东， 助推创新企业加快
成长成为隐形冠军、“独角兽”， 培育
“科创板”潜在企业并推动上市；聚焦
自贸区新片区，加强联动，共同推进浦
东新区南北科创走廊建设； 联动长三
角， 推动更多长三角一体化改革创新
项目落地浦东。

市科委总工程师陆敏表示，下一
步将从集聚高能级研究机构、生物医
药产业资源集聚、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等六个方面支持浦东。市区两级将合
力推动争取今年年底医疗器械产业
基地、创新药产业基地有重大项目开
工， 在 2020年浦东生物医药产业规
模迈入千亿级。

支持开展金融制度创新
在与浦东新区政府签约后，市金

融工作局表示，将与浦东在多个层面
开展紧密合作，这些合作包括：支持
浦东开展金融制度创新，支持浦东发
挥自贸区建设优势，承接更多金融改
革开放先行先试项目，开展金融业务
创新；支持更多金融要素市场、基础
设施平台和金融机构将子公司、国际
业务总部等落户浦东；支持浦东探索
建立新型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机制等。

与此同时，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和
浦东新区也共同研究制定了《关于金
融支持浦东新区改革开放再出发，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

浦东再推 15条政策举措
当天，浦东新区还发布了《促进重点优势产业高质量

发展实施意见》，推出 15条政策举措。浦东新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浦东将进一步鼓励资源集聚，以优质项目为核心，

集聚行业领军的头部企业，产业赋能的支撑企业，科技引
领的创新企业。在优质项目落地、企业增加投资、创新创
业、成果产业化、新技术示范应用、产业链协同联动等方面
加大支持力度，优质项目最高可获 5000万元资助。

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清，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
翁祖亮出席并为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新技术企业审核办公
室揭牌。

产业扶贫的成果，让市场来检验
第六个国家扶贫日之际，上海再办对口帮扶地区特色商品展销会

■本报记者 孔令君

今天是第六个国家扶贫日，为期四天的
上海对口帮扶地区特色商品展销会（以下简
称“展销会”）将在光大会展中心开幕。

展销会将集中展示来自上海对口帮扶
的云南、新疆喀什、西藏日喀则、青海果洛、

贵州遵义、重庆万州、湖北宜昌夷陵，以及对
口合作的辽宁大连等 8 省（区、市）的 21 个
市（地、州）的数千种农特产品。其中，不乏大
家熟悉的云南迪庆的尼西土鸡、云南西双版
纳的茶花鸡、新疆喀什的泽普骏枣、西藏日
喀则的青稞产品、青海果洛的牦牛肉、贵州
遵义的黔北麻羊、重庆万州的柠檬、湖北夷
陵的蜜桔等，都是经得起上海“吃货”们“考
验”的农特产品。

把对口帮扶地区的特色商品拿到上海来
展销，富起贫困户“钱袋子”，丰富上海市民“菜
篮子”。展销会已是第二届，扶贫还得创新。

专业“买手”一对一找卖家
今年展销会的亮点之一，在于组织知名

采购商及 2000多名专业买家， 并组织专业

贸易匹配洽谈会。 尤其是 17 日和 18 日两
天，将连续举办 9 场专业采配会，包括休闲
食品采配会、新零售采配会、果蔬生鲜产品
采配会、高端对话采配会等。方方面面的“买
手”都来了，不仅来自餐饮、电商、传统商超、

新零售等领域，还有江苏浙江的餐饮协会和
食品加工园区的“老法师”。展销与采购双方
在来之前，都看过名单和需求，目的性明确，

要一对一地做贸易匹配。

类似的扶贫展销会，绝不是“摆地摊”，

更不是“凑热闹”，一定要利用好上海大流通
大市场的优势，建立长效的农特产品产销对
接机制，形成良性产业循环。这一次，龙头企
业多了，土生土长的人和原生态产品也被关
注到了。 日喀则江孜县的青年小索顿也来
了，相比招商引资去当地的大企业，他的青
稞粉工厂更像是小作坊，不过他坚持用水磨
制作青稞粉及饼干，而非电磨，当地藏民偏
偏就买他的账。他小小的仓库里，堆满了从
附近村民处收来的青稞。

丰富的展销品背后，自有理性的扶贫逻
辑。 并非产品背后有贫困户就能来展销，关
键要看，特色商品是否符合当地实际，能与

主要产业规划相结合。曾几何时，有对口支
援地区“主推”珍稀的菌菇或者特殊茶叶，但
这些产品产量低， 且不可复制，“看起来很
美”但难以诞生龙头企业，能后续受益的贫
困户也少。

一场展销会，正是市场的检验会，数千
名“眼光毒辣”“嘴巴刁钻”的专业买手，能发
现产品背后的盈利模式和可持续性。 珍稀的
菌菇肯定不行，当地产业规划被市场倒逼，已
做了调整，当地开始主打高原养殖的鸡肉、牛
肉、猪肉产品。如此，更多当地原有的、本地人
愿意参与其中的农特产品也能被照顾到。

百县百品与市场精准对接
因为相信市场的力量，云南丘北县的雪

莲果近年来逐渐发展成为“网红”水果。2018

年， 仅拼多多平台便售出超 3600万斤雪莲
果， 占云南雪莲果整体产量的 20%以上。标
准化、品牌化紧跟着而来，“多多农园”已落
户云南文山，帮助指导当地的贫困户种植雪
莲果并推动标准化作业，提供资金、技术和
渠道支持， 培育本土青年成为致富带头人，

后者按合约持有分红权限，剩余利益全部归

属档卡户。

在产业链源头对农特产品进行提升后，想
要让它们能在上海市场有长久的生命力，并确
保对上海市场高品质的供给，上海还对这些产
品在流通链、价值链等长效机制上进行了探索
创新。

其中，对口地区“百县百品”评选活动，按
照“改造生产链、畅通消费链、提升价值链”的
思路， 遴选对口地区 100种左右品质优良、供
应稳定、带贫完善的区域品牌产品进入上海大
市场。2019年 8月 18日“百县百品”启动以来，

在上海静安、长宁、徐汇举办三场选品活动，通
过专家评审及消费者人气推荐，94个贫困县的
97种农特产品首轮入围，包括主粮、蔬果、肉禽
蛋、茶叶、野生菌和休闲食品等。这些优质特色
产品由对口县政府牵头，按照上海标准，从源
头解决“品控”和“带贫”两大环节，生产户利益
优先保证。认证后的产品可统一使用公共品牌
标识，为项目的精准性提供了保证。

上海国内合作交流服务中心主任张建军
已有谋划，这次展销会后，将利用大数据追踪
统计，尝试公布一系列的“排行榜”来扩大效
应，让市场来检验扶贫成果。

进博会展馆内轨交出入口“能开尽开”
上海公安推出新举措服务第二届进博会，着力提升参展商和观众体验

■本报记者 邬林桦

第二届进博会开幕日益临近，要实现
“规模更大、质量更优、创新更强、层次更
高、成效更好”的目标，安全始终是基础和
底线。

如何在做好安保工作的同时更好服
务参会嘉宾、展商和观众？记者昨天从市
公安局获悉，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深化“安
全、有序、宽松、尊严、高效”的服务理念，

在第二届进博会安保工作中推出便民利
民新举措，着力提升参展商和观众的体验
度、感受度和满意度。

提高办证效率，全程不再跑腿
去年，首届进博会的证件管理系统令

人耳目一新。今年，上海公安机关会同进
博局升级开发了新的证件管理系统，实现
人员注册、数据审核、制证发证全流程一
体化运作，进一步完善制证流程，缩短制

证时间。

效率提升的同时也优化了管理方式。记
者获悉，第二届进博会的人员证件种类从去
年的 17类归并缩减为特邀嘉宾证、参展证、

观展证、媒体证、工作人员证等 5大类，显著
提升管理效率。

据介绍，这套证件管理系统于 9月初正
式投入运行，截至目前已制证 42万余张。办
证人员在进博局注册系统上报名后，相关信
息经审核后即通过证件管理系统流转至后
台制作证件， 再交由中国邮政快递送达，不
用跑腿就能轻松完成办证。

缩短进出时间，平常入馆10分钟
据统计，首届进博会期间，约一半参展

人员通过轨交出行方式参加进博会，其中轨

交 2号线成为运载主力线路。

今年， 上海公安机关经过反复演练，按
照不同时间客流状况， 采取不同放行措施，

将位于国家会展中心围栏内的 2 号线徐泾
东站出入口“能开尽开”，把 4号、5号口作为
人员进场、离场的主要出入口，并相应设计
了 4 条常规客流引导线路及 2 条极端大客
流引导线路。

在前阶段工博会、 纺织面料展期间，公
安机关持续开展了实景演练和压力测试。从
演练结果看， 入场高峰时段可以确保最多不
超过 30分钟就顺利进馆；平常时段入馆时间
更快，基本 10分钟内就可入馆。离场高峰时
段，4号、5号口的开放同样将大大降低人员
的步行距离和离场耗时， 也为均衡国家会展
中心西、南、北三侧入馆客流起到积极作用。

进博会立功竞赛推进会举行

国家会展中心区
成立工会联合会
本报讯 （记者 王力）昨天下午，“凝心

聚力进博会、建功立业创一流”立功竞赛推
进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会上宣布成立了
国家会展中心区域工会联合会。

国家会展中心区域工会联合会由青浦
区总工会、长宁区总工会、闵行区总工会、国
家会展中心等 21 家单位下属相关工会组
成，将建立竞赛联动推进机制，职工思想引
领机制，职工素质提升机制，职工权益维护
机制等四项服务引领机制，不断推进国家会
展中心区域工会组织的建设水平。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
莫负春出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