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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丹丹） 昨天上午，伴随着
化小品，多种商业业态呈现琳琅商品，之禾、威
拓展非接触式销售渠道，提升“松江制造”品牌
阵阵礼炮声，松江区第二届“五五购物节”在
马、醉辉皇、中影泰得 U+Cinema、食通天等知
影响力，
再掀
“松江制造优品”消费高潮。
G60 科创云廊拉开序幕。聚焦“科创范、时尚
名品牌汇聚，其中不乏多家松江首店。本届
在商业消费板块，
松江各大商圈、
重点商业
潮、品质汇”主题，本届购物节将横跨整个二季 “五五购物节”品牌经济板块的重磅活动——
企业将以
“钜惠嘉年华”
为主题，
开展促销让利活
度，组织近 100 项商业活动，形成“1+6+X”多板
以“时尚科技+品质生活”为主题的“松江制
动。岳阳街道将联合鹿都、
平高、
松江商城等老
块活动框架。品牌经济、商业消费、大宗消费、 造”品牌秀、松江优品市集，也将在 G60 科创
城核心商场推出
“五五购物节、
岳阳嗨购季”
；
开
餐饮消费、夜间消费、跨界消费六大主板块活
云廊推出。用线上线下交互体验等时尚方
元地中海商业广场将推出
“元·来这里，
地中海致
动将打造周周有亮点、月月有节庆、最新最潮
式，向市民展现松江高品质时尚品牌和科技
嗨购物节”
系列活动；
松江万达广场将推出
“嘻游
最划算的消费盛会。
品牌，凸显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建设中松江先
记-五五购物节”
主题活动；
五龙广场将推出
“五
作为本届“五五购物节”的主会场，G60 科
进制造业的产业广度和深度，为“上海购物”提
龙潮玩嘉年华”
主题活动；
东鼎购物中心将推出
创云廊一期于当日盛大启动，吸引了不少市民
供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供给。联合参展品牌以 “东鼎嘉年华”；佘山·宝乐汇将推出“乐活 N 次
前来购物休闲。大气的休闲广场点缀精致绿 “直播+走播”的形式同步开展线上营销活动， 方”
开业庆典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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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华正茂——纪念建党一百周年陈燮君油画展开幕式举行
程向民宣布开幕 徐建刚俞涛出席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美育实践基地揭牌
本报讯（记者 夏怡然） 昨天下午，风华正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陈燮
茂——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陈燮君油
君先生对艺术的探索和艺术成就令人由衷敬佩。
画展开幕式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美育实践基地
上海博物馆原馆长、著名画家陈燮君在答
揭牌仪式在云间粮仓举行。区委书记程向民宣
谢辞中表示，
“风华正茂”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
布画展开幕，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100 周年的深刻而生动的概括。本次画展是十
上海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建刚出席并讲话， 年前“历史的丰碑——纪念建党九十周年陈燮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长俞涛出席活动。
君油画展”的延续，在解读历史丰碑中感受中
徐建刚表示，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
在松江举
共党史的辉煌，在讴歌壮丽中扛起使命的担
办画展，
不仅是纪念，
更是向历史致敬。画展分
当，在作品创作中凸显“纪实”的功能，是对党
开天辟地、
井冈丰碑、
历史转折、
神圣延安、
迎接 “情结”
“情感”
“情怀”的集中体现。
解放和翻天覆地六个板块，
把追寻红色足迹与系
启动仪式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美育实践
统学习党史结合起来，
用 140 张油画作品勾勒了
基地揭牌。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为陈燮君先生

G60科创云廊一期启动
暨松江区第二届
“五五购物节”开幕式举行
袁国华出席 李谦吕鸣致辞
唐海东刘其龙肖文高参加

G60科创云廊灯光秀及松江制造品牌秀举行
袁国华李谦出席
界篇等多个主题，勾勒出从宇宙孕育到科技飞
跃的发展历程，如梦似幻的灯光秀吸引了众多
市民前来观赏。
当晚，
“松江优品 科创点亮生活——松江
制造品牌秀”精彩呈现。据主办方松江区经济
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活动以 G60 科创云廊
商业中心开业为契机，聚焦产城融合新样板，
继续做强“松江优品”品牌影响，充分发挥“松
江制造”产业优势和
“上海购物”市场优势，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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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爽） 昨晚，
“松江优品 科
创点亮生活——松江制造品牌秀”及主题灯光
秀在 G60 科创云廊华彩上演。临港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袁国华，区委副书记、区长李谦出
席仪式并为 G60 科创云廊主题灯光秀点灯。
当晚的主题灯光秀通过电脑联控 G60 科
创云廊云顶上的 11 万盏 LED 灯，灯光色彩斑
斓、不断变幻，演绎了宇宙演化巨变的孕育篇，
天地初开、鸿蒙远古的诞生篇，海陆变迁、生命
起源的绵延篇，人类文明发展、科技飞跃的无

化运作，协力打造“区区合作、品牌
联动”升级版，
实现共建共享共赢。
会上，
李谦和吕鸣分别代表松江
区政府和临港集团签署了“区区合
作、
品牌联动”
合作备忘录，
区国投集
团、
新桥镇和临港控股相关负责人共
同签署了长三角 G60 科创经济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合作协议。
副区长刘福升，临港集团副总
裁徐斌，临港集团首席审计官、副总
审计师王鸿伟等参加会议。

明年 10 月明华路竣工通车
申北四路涉铁工程结构贯通
李谦现场办公回应群众关切
推动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走深走实
建单位东华公司、施工单位中铁二
十四局开展了多轮协商谈判。3 月
31 日，经专题会议研究，同意调整两
个项目投资，
建议重新启动实施。
李谦首先来到明华路下穿铁路
立交桥及道路工程现场，详细了解
施工难点和解决措施。
随后，李谦主持召开现场办公
会。在详细听取施工单位、代建单
位施工方案和后续推进计划后，李
谦指出，两条路既是群众期盼，也
关乎松江经济社会发展。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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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记 者 韩 海 峰） 明 华
路、申北四路多年未贯通，出行不
便，是附近居民的一大烦心事。昨
天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李谦前往
明华路、申北四路现场办公，实地查
看道路建设进展情况，明确今年 5
月 1 日全面开工，明年 10 月明华路
竣工通车，申北四路涉铁工程结构
贯通。
明华路、申北四路地处新桥镇，
为市 2015-2017 区区对接区内断头
路项目。由于种种原因，项目未实
质性开工。其间，区交通委已与代

▲

本报讯（记者 韩海峰） 昨天上午，G60 科
创云廊一期启动暨松江区第二届
“五五购物节”
开幕式举行，
临港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袁国华
出席活动，区委副书记、区长李谦，临港集团党
委副书记、总裁吕鸣分别致辞。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唐海东、区政协主席刘其龙、区委副书记
肖文高参加活动。
李谦表示，G60 科创云廊一期盛大启动暨
松江区第二届
“五五购物节”
开幕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面向“十四
五”，着眼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国家战略动力，
G60 科创云廊将面向未来科技创新的星辰大
海，
加快实现创新主体和创新成果星罗棋布，
迎
接中国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的星汉灿烂的
光辉未来，托举起“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
的璀璨光带；要着眼产城融合，不断深化松江
区与临港集团“区区合作，品牌联动”机制，打
造人民向往的“科创、人文、生态”现代化新城
示范标杆；要着眼高品质生活，以高质量发展
促进高品质生活供给，打响“五五购物节”松江
品牌，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下转第七版

颁发美育导师聘书。陈燮君先生向松江区、上
海工程技术大学、云间粮仓文创园分别捐赠作
品《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
址》
《土地革命战争中期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所
在 地 —— 江 西 瑞 金》
《南 昌 起 义 总 指 挥 部 旧
址》，松江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云间粮仓文
创园向陈燮君先生授予捐赠证书。
风华正茂——纪念建党一百周年陈燮君油
画展主要展出陈燮君在 2011 年
“重温建党史，
重
走革命路”的红色之旅中所创作的油画作品以
及其在十年间创作的红色油画作品。画展在云
间粮仓云间艺术馆举行，
展期持续至 6 月 6 日。

﹃区区合作、
品牌联动﹄松江区、
临港集团战略发展合作签约仪式暨
长三角 G60
科创经济发展集团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

打造周周有亮点、月月有节庆、最新最潮最划算的消费盛会

本报讯（记者 韩海峰） 昨天上
午，
“区区合作、
品牌联动”
松江区、
临
港集团战略发展合作签约仪式暨长三
角G60科创经济发展集团工作领导小
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G60科创大厦举
行，
深化双方新一轮合作，
合力推进长
三角G60科创走廊和松江新城更高质
量发展。推进G60科创走廊建设专责
小组副组长、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
席会议执行主席、
区委书记程向民，
临
港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袁国华分别
讲话，
区委副书记、
区长李谦，
临港集
团党委副书记、
总裁吕鸣，
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唐海东，
区政协主席刘其龙出
席会议，
区委副书记肖文高主持。
程 向 民 指 出 ，迈 入 新 发 展 阶
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始终
秉持新发展理念不动摇，在深化合
作 中 共 建 共 享 长 三 角 G60 科 创 走
廊国家战略重大机遇。
“ 十三五”期
间，在临港集团的助力下，松江实
现了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迈入“十
四五”新的历史方位，双方要以更
大 作 为 推 进 长 三 角 G60 科 创 走 廊
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要践行人民
城市重要理念，共同打造人民向往
的“科创、人文、生态”现代化松江
新城。松江新城建设为双方产业
发展带来了更大发展空间，在对标
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要求上，松
江坚持把“科创”作为第一动力，实
现更多“从 0 到 1”的原创性成果突
破，在要素供给上，全力支持先进
制造业发展和松江创新策源地建
设。要坚持精准制度创新和有效
制度供给，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没
有最优，只有更优，松江将持续做
好“ 店 小 二 ”服 务 ，用 更 强 的 产 业
链、创新链、供应链、人才链的韧性
和抗波动性，满足国际营商环境更
高的要求。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
为契机，唯实唯干、拼搏奋进，开创
“十四五”双方合作新篇章。
袁国华表示，这次签约是双方
进一步服从服务长三角 G60 科创走
廊国家战略的坚强决心和意志，在
深化“区区合作、品牌联动”内涵，探
索“市区联手、政企协同”合作方式
和路径，打造合作升级版上进行了
新的尝试。双方要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坚持推动产业发展，坚持市场

深化新一轮合作 共建共享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国家战略重大机遇

百项活动尽显科创范时尚潮品质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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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向民袁国华讲话 李谦吕鸣签约 唐海东刘其龙出席 肖文高主持

松江区第二届
“五五购物节”
开幕

“上海松江”
微信

纪念五四运动 102 周年
主题集会举行

内版导读
今年松江计划再增
55 个早餐零售网点
“上海松江”
融媒体
客户端邀您“上合照”

领导下，
松江各级团组织坚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主动融入高质量建设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的国家行动，
以
时不我待的精神状态为区域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充分发
挥了生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
会议指出，青年最有梦想，要在
坚定理想信念中，
树立人生追求。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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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第二版

数字技术与灯光设计的完美融合，让 G60 科创云廊好似披上了一条五彩斑斓的缎带，灯
光璀璨，
熠熠生辉。
记者 岳诚 摄

本报讯（记者 张小小） 弘扬爱
国、
进步、
民主、
科学五四精神，
展示青
年蓬勃向上、
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
昨
天下午，
我区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
纪念五四运动102周年主
题集会。团市委副书记邬斌致辞，
区
委副书记肖文高出席，
来自社会各界
的青年以及松江青少年代表参加。
过去的一年，
在区委和团市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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