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
——
特区建立 40 ?年庆祝大会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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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载波澜壮阔， 新征程催人奋
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
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深刻指出， 经济
特区的沧桑巨变是一代又一代特区建
设者拼搏奋斗干出来的，在新起点上，
经济特区广大干部群众要坚定不移贯
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永葆“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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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努
力续写更多 “春天的故事”， 努力创
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深圳等
经济特区在 40 年改革开放实践中创
造了伟大奇迹，奋进新时代、开启新
征程，摆在广大干部群众面前的使命

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
作更伟大。必须准确把握大势，胸怀两
个大局，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善
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勇立潮头，奋勇
搏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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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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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我们将倾听各方面声音、汇聚海内外智慧，迈向更高水平开放、更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吴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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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但在上
海，一座座外资“中国工厂”、一
家家外资“中国门店”正不停“播
种”。疫情暴发以来，上海共举行
三次外资项目集中签约，174 个
外资项目投资总额累计 303 亿
美元。“十三五” 迎来收官之际，
记者从市商务委获悉，今年 1 至
9 月， 上海实际使用外资 155.15
亿美元，同比增长 6.1%。

疫情阻隔不了思想碰撞智慧交流深厚情谊
参加视频会议听取近 40 位国际企业家的真知灼见 龚正致辞并作总结发言 迈克尔·狄克曼主持

服务业成为引进
外资主体
不仅是“量”，“质”的飞跃也
令人欣喜。
“十三五”以来，上海引进外
资形成了服务经济、 总部经济、
研发经济为主的新格局。服务业
作为引进外资的主体，实际使用
外资占比超过 90%。服务业形成
“1+4”结构，即以商务服务业为
主，信息服务业、金融服务业、房
地产业、商贸业“四轮驱动”的产
业格局。五大服务业实际使用外
资合计占比超过 80%。
商务服务业是外资增长的
重要支撑。“十三五”期间，以地
区总部、投资性公司为主的商务
服务业实到外资连续四年增长，
占全市外资的四分之一，成为引
进外资第一大领域。
科技服务业成为外资增长
新动力。以生物医药、电子信息、
人工智能、新能源的研发和技术
服务为主的科技服务业是增长
最快的领域， 今年 1 至 9 月，实
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57.5%，占
比超过 10%。
高能级制造业加快落户。
“十三五”期间，外资制造业主要
投向电气机械、化工、生物医药、
集成电路、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制
造领域。高技术制造业实到外资
占制造业外资比重为 38%。
服务业利用外资开创新局
面，离不开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助
推。到 2019 年底，上海自贸试验
区累计设立服务业扩大开放项
目超过 3200 个， 包括首家外商
独资非学制类职业技能培训机
构普华永道商务技能培训 （上
海）有限公司在内的一批首创性
项目纷纷落地，同时，在医疗服
务、增值电信、国际船舶管理、职
业技能培训、演出经纪、旅游服
务、外资工程设计、人才中介等
高端服务业行业，诞生了一批领
军企业，形成“头部”效应。

总部集聚度和能
级持续提升

过去五年，也是外资总部集
聚度和能级持续提升的五年。
2016 年至 2020 年 9 月底， 上海新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223 家，累计 758 家。其中，新增亚太区总部 91 家，累计
132 家；新认定外资研发中心 79 家，累计 475 家。上海继续
成为中国内地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外资研发中心数
量最多的城市。
不仅如此，外资总部功能也持续得到拓展，越来越多
地区总部跃升为集管理决策、采购销售、研发、资金运作、
共享服务等多种职能于一体的 “综合性总部”。 日邮物流
（中国） 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杉冈正宽说：“全球疫
情让物流供应链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但就公司长远规划
而言，我们始终看好中国。受母公司委托，企业拟在上海设
立管理型公司中国地区总部， 这将有助于整合集团资源，
提升管理能级，更好开拓市场。”
外资研发中心集聚了全球高端创新要素，吸引了大量
创新资本和创新人才，“十三五”期间，它们不仅在上海加
快集聚步伐，强生、英特尔、联合利华、罗氏、微软等跨国公
司还纷纷在上海设立开放式创新平台，外资与本土的创新
元素借此加速融合，成为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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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全家福。

上海的价值体现在

国际企业充满信心

为全国和全球提供
功能性的服务

愿持续深化与中国
及上海的合作

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
市， 上海的发展离不开与全国和
全球的紧密连接， 上海的价值体
现在为全国和全球提供功能性的
服务
上海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
上，只会越开越大；高质量发展的步
伐不会停止，只会越来越坚定

此次疫情凸显了深化全球合
作、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性。上海
作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全球城市，
疫情防控经验值得世界借鉴， 复工
复产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展现了自
身的综合实力。 国际企业对上海发
展充满信心， 愿持续深化与中国及
上海的合作

入谋划上海“十四五”发展。作为中国最大的
经济中心城市，上海的发展离不开与全国和
全球的紧密连接，上海的价值体现在为全国
和全球提供功能性的服务。我们将加快落实
三项新的重大任务， 着力强化全球资源配
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开放枢纽
门户“四大功能”，深化国际经济、金融、贸
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五个中心”建设，全面
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进一步提升对内、对外两个扇面的开
放水平，以更大力度的市场化改革，推动要
素资源高效流动和高效聚合，努力成为国内
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
略链接。进一步优化市域空间布局，高品质
规划建设五个新城，打造上海未来发展新的
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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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新建一幢房子，徐汇区乐山新村换新颜，邻里汇成为社区治理“突围法宝”

一体化治理“撑大”了老小区空间
治理经验覆盖徐汇区13个街镇305个小区，“邻里汇，汇邻里”的“美好生活共同体”遍布全区
■本报记者 舒抒

带上 “小马扎 ”走访 5 个居民区

眼下，徐家汇中心正在紧张施工，高达
220 米的 T1 ?楼已雄姿初展。然而就在建设
工地附近，曾经“隐藏”着一片城市“低洼地”。
乐山新村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 人口密
度最高时，人均居住面积不足 5 平方米。楼道
堆物、道路拥堵、公共空间缺失以及近年来新
出现的停车难等问题， 让这片区域与徐家汇
的繁华形成了明显反差。2018 年， 徐家汇街
道打响乐山新村综合治理的第一枪，3 年来，
通过一体化治理，乐山新村“旧貌换新颜”。

乐山新村之前是棚户区，原地拆建成为
居民新村后，逐步形成了 5 个居民区，这使
得基层党组织间的协调沟通日渐复杂。要抓
硬件建设，要先从软治理入手，而党建引领
就是最好的抓手。2019 年夏， 乐山地区综合
治理联合党支部成立。
成立联合党支部，解决了多年拉扯乐山
地区的条块分割难题。但面对小区各式各样
的难题，需要一个勇于“出头”的人，这个人
就是联合党支部书记陈奎友。

陈奎友到乐山第一天，居民得知他是从
街道来的干部，“吐槽声”四起。“你是街道来
的？来管我们吗？”“刷墙有用吗，都是面子工
程吧。”“让我们把楼道堆物清除， 可是家里
堆不下，又能往哪里清？”
陈奎友明白， 居民并非抵触居委干部，
而是对小区公共空间不足、 环境杂乱不满。
为了能根治这些问题，陈奎友每天“朝九晚
六”泡在小区，挨家挨户上门跑居民家，或是
干脆在小区里转悠。他备了一把可折叠的小
马扎，看到居民就撑开马扎、坐下聊天。“马
扎高度低，不会有居高临下的感觉，居民自

然就感到距离拉近了，也更有可能敞开心扉。”
终于，陈奎友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
了对乐山 5 个居民区的排摸。与他一同开展走
访的，还有徐家汇街道 202 名公务员、社工及
居民区党员，走访覆盖了乐山 5 个居委的 5494
户居民， 共收到居民提出各类需求建议 1670
条， 更梳理出一份 628 名党员、381 名居民区
“潜力骨干”的宝贵名单。

整个小区就是一个议事厅
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始终绕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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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桥品汇走进苏州、常州、黄山，绿地贸易港已落地12个城市

“6天+365天”走向全国
16

市政府办公厅 “ 一网通办 ”
改革攻坚团队用 “ 辛苦指数 ” 换
取群众“幸福指数”

一声令下，
24小时上线“随申码”
■每天，“一网通办” 服务 4300 多?
个人用户和 210 多?法人用户。
■2 年来，“一网通办”的应用场景不
断丰富，已接入 2613 项事项，日均办件量
10.8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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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谈燕 孟群舒）第三十二
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 10 月 18
日晚举行视频会议。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市
委副书记、 市长龚正与来自五大洲 20 个城
市的近 40 位国际企业家相聚“云端”，就推
进上海更高水平开放、更高质量发展听取企
业家们的真知灼见，推动上海与国际企业家
携手应对挑战，深化合作谋发展。
市领导陈寅、吴清、诸葛宇杰、彭沉雷、
陈群、宗明、汤志平、陈通出席。上海市市长
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主席、安联集团监事会
主席迈克尔·狄克曼主持。
李强在致辞时代表上海市委、 市政府，
感谢与会企业家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支
持帮助。他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主席对上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

昨天，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志愿者上
岗宣誓仪式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虹馆举行。据
介绍，第三届进博会已完成志愿者招募 4844 人，
正在进行校内基础培训、市级重点培训和岗位实训。值得注意的是，“00 后”志愿者共 2637
人，占总人数比 54%。
本报记者 沈阳 见习记者 刘雪妍 摄影报道

“小叶子”宣誓上岗

本报讯 （记者 吴卫群）上海为进博会
搭建的“6 天+365 天”常年展示交易平台，不
仅促成广大进博会参展商变为贸易商，还通
过向长三角区域乃至全国加快拓展，满足消
费升级需求。
按照“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化经
营”的原则，两届进博会以来，上海共诞生 56
家“6 天+365 天”常年展示交易平台。首届进
博会闭幕后， 首批 31 个平台已累计引入近
800 家参展商的 2 万多种（件）展品，价值 90
多亿元；进口约 752 亿元商品，较首届进博
会召开前增长 108%。
虹桥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 （虹桥品
汇）是上海搭建的承接和辐射进博会溢出效
应的交易服务主平台。目前，布展面积已拓

展至近 2 万平方米， 一共吸引 70 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 109 家企业的 2000 多个品牌，2 万
多种商品，其中进博参展商 70 多家，进博会
商品占比 70%以上。
虹桥品汇还帮助 50 余家参展商转变为
进口贸易商，带动 B2B 贸易近 15 亿元。不仅
如此，它已经走进苏州、常州、常熟、黄山等
地，开设分中心或快闪店，帮助比利时遇喜
冰激凌、美国泰淳植物油等进博会展品在当
地发展了经销商。
上海虹桥国际进口商品展销有限公司
总经理蔡军介绍，2019 年底， 虹桥品汇分别
设立了杭州分中心和合肥分中心，2020 年，
常州分中心揭牌。最近，与嘉兴、黄山等地也
已签署分中心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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