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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重点区域转型建设驶入“快车道”
文 /周楠

“线上线下”同发力 促商户复工复市
大华虎城商圈是宝山区大场镇最大的社区商业

综合体，共有嘉年华、巴黎春天等 9个商业项目，覆盖
周边 40万居住人口和商务楼宇， 疫情期间商业遭受
巨大冲击。大场镇坚持分类指导，第一时间推进大华
虎城商圈复工复市，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尽
快恢复商业业态。

针对虎城商圈商业店铺数量多、 集中的特点，大
场镇安全办、市场监管所、管理方申新集团公司成立了
商圈复工复产工作指导专组，“驻点” 在商圈一对一地
帮助商户正确填写备案资料做好复工前期准备。 对于
已经复工的商户， 专组对照前期备案资料每天巡查疫
情防控物资落实情况，动态核实返工人员信息登记、健
康状态情况，一旦发现复工条件未达标，立即要求停业
整改。同时，专组还按照商业项目名称分别建立了复工
指导微信工作群，实时解答商户的急难问题。

餐饮行业在大华虎城商圈占比较大， 疫情期间
“停摆”也影响了周边社区居民和商务楼宇的“三餐”。

对此大场镇积极协助商圈内的盒马鲜生做好 “不打
烊、不涨价、保供应”工作，一方面为盒马员工提供口
罩、消毒水等防疫物资，一方面与社区沟通，在周边每
个小区门口设置“盒马”取件专区，方便商品无接触派
送。指导虎城商圈联合入驻的优质连锁餐饮品牌推出
“虎城社群星食堂”送餐服务，面向周边小区、商务楼
宇开放食堂订餐，居民、白领只需提前线上预订餐品，

餐厅制作完成后由商圈专车专人在约定用餐时间前
送至指定门房，全程无接触。

每份外卖餐品中均附外卖放心卡，详细记录了餐
品生产和配送人员的体温和防范措施是否到位，并向
点单顾客免费提供随餐消毒湿巾、免洗洗手液、口罩
等防疫用品，让点单顾客放心就餐。餐饮行业在疫情
防控期间受影响巨大，相较“饿了么”、“美团”等专业
外卖配送，“星食堂” 送餐还免除了餐饮商户订餐抽

成，配送费用商圈全包，最大程度让利于商户。目前
“星食堂”正在积极对接、筛选更多符合条件的餐饮商
户加入，不断丰富订餐选择。

除了餐饮店铺，疫情期间大华虎城各类线下零售
商业也都经历着销售 “寒冬”， 为了激活商户的活跃
度， 商圈利用智慧商圈 APP开通 “星逛街直播室”服
务。 大场镇对商圈周边小区居民的购物需求进行排
摸，对购买意向较大的小区建立“直播购物群”，通过
APP商圈居民可“宅家”在线实时观看商品推介，如需
购买只要在微信群点击商品链接即可完成下单，商品
当天由商圈配送至居民小区门口。目前已对周边 9个
小区开通线上购买服务，有效缓解居民采购生活必须
品不便的情况，商户营业额的提高，也增强了商户复
工复市的信心。

大华虎城只是宝山区商户复工的一个缩影。疫情
至今，宝山区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加速推进商务领
域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目前全区规上内外贸企
业、百强外资企业、重点商务载体全部复工。

此前，宝山区及时梳理重点企业清单，聚焦规上
内外贸企业、百强外资企业、重点商务载体等重点领
域商务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民营总部等
龙头企业，通过及时走访光驰科技、林肯电气、小卫科
技、能良电子、上蔬永辉、合德餐饮等重点企业，把准
企业发展脉搏，摸清企业复工复产实际困难，做到全
覆盖、全知情，扎扎实实打下全面推进复工复产的牢
固根基。

与此同时，把商务领域重点企业的问题困难和意
见诉求及时收上来， 及时把政府的关心支持送下去，

通过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切实减轻疫情防控期间
企业负担。如区商务委指导正大食品、卜蜂莲花、三航
奔腾、 莱歇研磨等企业申办与疫情相关的事实性证
明；协调有关镇园区，为市场订单足、涉及防疫物资生

产和重要供应链的企业加快复工复产审核。

宝山区也充分利用外资、外贸、重点载体等企业微信
群平台，“线上+线下”双线宣导，积极做好抗疫惠企政策
宣传和解读， 及时发布 “上海惠企 28条”、“宝山惠企 8

条”政策及相关实施细则。同时，强化提供云空间零距离
咨询服务，区商务委、区发改委（金融办）和中国银行宝山
支行联合举办“银政携手、共渡时艰”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复市网上直播宝山专场活动， 通过新潮的宣传方式深入
做好惠企政策指导，提供金融支持措施，向包括重点商务
领域企业在内的 1300多家企业答疑解惑。据了解，通过
这方式宣传复工复产复市政策及措施在全市属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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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9日，南大地区首发地块全面复工。在各方的共同努
力下，目前现场各项工作都在有序推进过程中，责任落实到
人、措施落实到位、人员通过核验、物资储备充足，现阶段主
要进行桩基工程、基坑围护工程施工。严把出入口、人员进出
关，落实实名制，体温“一天两测”，每天不少于两次场所清洁
消毒，施工现场处于有序管控状态。

地块建立了以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为组长、总包单位项
目负责人和监理单位总监为副组长、项目关键岗位人员为成
员的疫情防控小组。据介绍，所有进场人员要分别进行疫情
防控交底、安全交底、技术交底，确保现场大型机械及安全设
施进行排查且均无异常， 并在住建委官网进行复工备案。施
工现场也配备了足够的口罩、测温计、消毒液等，建立了防疫
物资收发制度和台账。

原计划， 首发项目今年底完成塔楼部分地下室主体工
程。目前受疫情影响，工期略有延迟，正积极采取一切有效措
施，在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力争确保南大首发项目整体计划
如期推进落实。

在市、 区各方的全力支持下，2019年南大地区在规划编
制、环境整治、征收补偿、土壤修复、配套建设和产业导入等
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成效。控详规划的修编进入最后报
批程序，区域内近 7000亩土地完成了平整，前期动迁进入最
后的收尾阶段；区域内道路网格逐渐成型，各类配套公建陆
续开工建设，环境面貌大为改善；首发产业项目按计划节点
开工建设，2月 28日，Discovery探索项目落地南大完成了签
约，产业导入迎来新的里程碑，整个区域已呈现出蓄势待发
的勃勃生机。

此外，南大智慧城土地征收补偿基本完成，累计腾地 8000亩。工作重心
由综合整治转向开发建设，8个市政公建配套项目开工建设，商汤智慧医疗
总部等项目加快推进，322个项目加快对接，临港首发地块顺利开工，区规
划资源局牵头完成《南大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公示并启动市规划委
员会审议程序，规划总建筑面积由 452万平米提高到了 539万平米。

其中，南大地区最高建筑将达到 240米，十余栋摩天大楼将十分壮观
并彻底重塑南大与整个上海西北地区的城市形象。接下来，宝山区将按照
南大地区“三年出形象、五年显规模、八年成标杆”的总体目标稳步推进，明
确标准、简化流程，确保优质项目不愁地、高效发展有空间。

宝乐汇商场内居民有序购物

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内的发那科车间

南大地区规划效果图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小卫科技复工生产

市民游客到顾村公园享受美丽春色

位于宝山区顾村镇上海机器人产业园的
小卫科技， 是一家生产消杀类产品的企业。为
抗击疫情， 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必须恢复生产。

然而， 当时企业留守上海的员工仅有十几位，

上下游涉及 100个零件、20个供应链， 面对企
业人力、物力的多重困难。

了解企业生产的难处后，宝山区一方面协
调解决企业原材料供应不足、物流运输进沪困
难等问题，紧急招募员工和志愿者，启用园区
配餐中心提供餐饮配送服务等；另一方面当即
与相关金融机构沟通，协调各大银行和企业达
成融资意向，实现总授信额度一亿元，解决企
业复工扩大的燃眉之急。

日前，宝山区坚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不误，全力以赴应对这
一场艰巨战“疫”。2020年，宝山区共安排重大
产业项目 78个，涉及总投资近 1200亿元，占地
近 1万亩，建筑面积 650万平方米，当年新增投
资近 300亿元， 项目数同比增长 170%。 经测
算，2020年开工类项目 34个，总投资约 248亿
元， 开工类项目平均投资强度达到 623万/亩；

在建类项目 20个，其中 11个力争年内竣工。目
前，宝山区规上生产企业、产值亿元以上生产企
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均已全部复工。

政策扶持

筑牢经济发展“压舱石”

为保障重大项目顺利推进，支持企业共渡
难关，宝山区发改委提前部署，主动服务，相继
出台产业扶持相关政策。3月 13日， 在上海宝
山举行的“2020年宝山区南大吴淞等重大板块
集中推进、重点项目集中启动、重要政策集中
发布大会”亮点纷呈。200名企业家代表、全区
各单位 70 个分会场约 1000 人远程参与了这
场“云会议”。

大会上，上海市宝山区同上海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上海医药宝山医药产
业园协议，吴淞创新城高炉会博中心、宝之云
吴淞产业园、上海不锈“博绣荟”产业园区、上
海德迩航空技术有限公司、国盛生物医药产业
园等一批项目达成落地意向的同时，正式向社
会发布了《宝山区全面深化营商环境建设实施
方案（3.0 版）》、《新一轮“1+9”政策（3.0 版）》、

《宝山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构建企业营
商帮办体系 3.0版》等三项新政，为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稳定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除了重要政策发布之外，宝山还打出优化
营商组合拳，出台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推进
“一网通办”政务服务改革、提升智慧政务服务
水平等 5个方面 30项改革措施， 使流程更优
化，服务更便捷，群众更满意，在有力支撑起宝
山区营商环境全面进入 3.0时代的同时， 形成
政策合力为重大产业项目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与此同时，快速反应精准帮扶，想企业之
所想，急企业之所急，疫情期间第一时间出台
《宝山区支持中小企业抗击疫情、 共渡难关的
政策意见》、《宝山区支持中小企业抗击疫情共
渡难关的专项政策的实施细则 （十五条）》，并

通过“宝山区疫情防控政策服务平台”，全方位
地为使用者提供在线实时疫情相关政策和政
策咨询。帮助中小企业抗击疫情、共渡难关，缓
解本区科技型中小企业资金压力，制定科技型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补贴、 科技创新券补
贴、科技企业孵化器补贴和创新产品研制攻关
奖励等政策。

精准帮扶

当好企业金牌“店小二”

位于城市工业园区的复星长征是复星医

药诊断板块主力企业， 在提供甲乙流快速检测
试剂、常见呼吸道病毒检测试剂的基础上，顺利
完成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研发， 并向上
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应急供应。 该产品具备全自
动操作优势， 通过配套快速核酸提取仪及提取
试剂， 可 2 小时内完成 96 个样本的全部检测，

采用这种模式， 一个三甲医院每天检测样本可
以超过 1000 人份， 远超目前 200 人份的水平，

大幅提高检测效率， 更降低了操作人员被感染
的风险。

目前产品已通过上海市药监局推荐，正在向
国家药监局提交应急审批申请，最快 1周左右可
以完成注册。 复兴长征作为宝山区高新企业，从

复工伊始，区科委人员就主动上门，宣传各类扶
持政策，并跟踪复工复产进展，解决复工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为当好服务企业的金牌“店小二”，宝山的
帮办人员可谓卯足了劲， 想方设法解决企业复
工复产中的后顾之忧。 优化建设工程施工许可
办理，针对社会投资低风险产业类项目，取消建
设单位委托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自受理之
日起 9个自然日内完成在线审批。 实行一站式
办理竣工验收， 对社会投资低风险产业类项目
的竣工验收及不动产登记实施一站式申请办
理。减免建设工程勘察、监理、审图费用，将低风
险项目范围由 3000 平方米以下拓展延伸至

10000平方米。

宝山也提供“云审批”无接触服务方式，做
好建设交通审批事项的网上申办工作， 推行
AI 智能审批。加快建设工程招投标组织协调，

开辟绿色通道，2 月 26 日率先拉开本市区管
项目招投标活动复工的序幕，加快推进项目落
地。 进一步压缩掘路审批时限， 针对新装、增
容等低压非居用户接入工程和 10KV 用户接
入工程等电力项目，将占路、掘路许可缩减为
2 天办结。

另据了解， 全区 202个在建工地、15家混凝
土搅拌站和 2家 PC构件厂已全部复工， 确保建
设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复工进度一致， 有效促进社
会经济发展。坚持疫情联防联控。切实落实企业主
体责任，与属地联防联控，保障建设工地开复工后
不发生重大疫情事项。加强现场质量安全管理。督
促工程建设单位切实保障工程项目合理工期，严
禁盲目抢工期、赶进度等行为。优化事中事后监管
方式。按照建设工程风险等级实施差别化管理，对
于低风险项目，取消质量安全首次监督会议。

聚焦重点

打造重大板块“推进器”

在全力以赴抓疫情防控的同时，宝山区也在
持续积极推进重大板块、重大产业项目的建设和
储备力度，不断融合新的业态、新的规划理念、新
的城市功能。宝山区高度重视南大、吴淞等市级
重大板块对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作用，围
绕实施“国际邮轮之城、智能智造之城”的战略目
标，在邮轮经济、机器人及智能制造、新材料、建
筑科技、平台经济五大千亿级产业和人工智能及
新一代信息技术、大健康及生物医药、文化创意、

节能环保、 现代物流五大百亿级产业上下足功
夫，致力于引导投资、做强集群，不断增强产业链
发展韧性。

眼下，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南大智慧
城、吴淞创新城，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宝山工业园
区、城市工业园区的“一区两城三园”格局正逐步
形成。南大地区、吴淞地区的转型都已进入高速
发展的快车道。

今年，南大生态智慧城将以“出功能、出形
象”为工作目标，从核心产业龙头企业导入和景
观配套建设两个方面着手，制定详细的工作措施
和计划， 实现南大地区整体功能和形象升级。经
梳理， 南大地区 2020年工作任务包括完成规划
批复、推进项目建设、加快动迁收尾、推进土壤修
复、强化产业招商等八方面。

今年也是吴淞创新城进入项目实质性开工
建设的实施年， 计划安排包括完善机制体制、推
进规划编报、探索政策创新、完善基础配套、启动
项目建设、促进产业集聚、明确管理职责等七方
面 38条 76点工作任务要点。产业导入和重大项
目建设方面，有特钢宝杨路首发项目、不锈钢 20

号组团首发项目、不锈钢高炉会博中心、宝之云
吴淞产业园等 10余个开工和启动类项目。同时，

综合交通、生态绿化、环境影响等十余项专项规
划编制稳步推进，将为吴淞创新城建设提供基础
设施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