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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上海发布

12月2日下午，市委书记陈吉宁
在静安区调研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
海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求，扎实
抓好全年各项工作圆满收官收尾，科
学谋划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实现高效能治理上拿出更多实招、硬
招、新招，为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作出更
大贡献。

做学习贯彻党章的忠实践行者，
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理想信
念，强化使命担当，团结一心奋进新征
程、展现新气象

陈吉宁首先来到位于老成都北路
的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在此召开的
中共二大第一次提出党的反帝反封建
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了第一部党章，
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等。陈
吉宁瞻仰了中共二大会议旧址，在一
件件文物史料前驻足凝视、听取讲
解。他说，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初心始
发地和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地，也是首
部党章诞生地。要把学习党章作为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内容，
常学常新、笃信笃行，做学习贯彻党章
的忠实践行者，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坚定理想信念，强化使命担当，团
结一心奋进新征程、展现新气象。要

在党史研究、展陈创新、社会教育等方
面下更大功夫，吸引更多人走进纪念
馆，了解党的历史，接受精神洗礼，更
加自觉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持续提高经济密度和单位投入产
出效率，打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位于南京西路高端服务集聚带的
恒隆广场，总部经济、外资经济高度集
中，是上海首栋百亿元税收楼。陈吉
宁登高俯瞰集聚带概貌，了解企业、品
牌入驻情况，听取静安区发展楼宇经
济工作汇报。陈吉宁指出，要坚持国
际化定位，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发展新
经济新业态，推动楼宇经济更新升级，
持续引进一批更高能级的全球企业、
培育一批更具原始创新能力的本土企
业，持续提高经济密度和单位投入产
出效率，打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
地。要营造国际化生态，聚焦企业发
展需求、员工工作生活需要，整合资源
要素、强化服务供给，不断提升“最后
一公里”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

切实算好发展长远账、民生改善
账，在高水平的保护利用中打造高品
质空间、注入发展新动能、成为城市新
地标

通过城市更新和综合性保护修
缮，位于南京西路风貌保护区的张园
西区近期正式对外开放。陈吉宁实地
察看老建筑保护利用情况，了解区域
功能重塑和品牌进驻进展。这一区域
的老建筑修旧如故，海派历史风貌特

色浓郁。陈吉宁指出，张园历史人文
底蕴深厚，要以敬畏之心、下绣花功夫
做好城市更新的大文章，更加注重整
体规划设计、风貌文脉延承，切实算好
发展长远账、民生改善账，在高水平的
保护利用中打造高品质空间、注入发
展新动能、成为城市新地标，让时尚生
活和传统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相得
益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要
把握消费新趋势、顺应消费新需求，着
力提高标准制定能力、时尚引领能力、
潮流定义能力，更好助力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建设。

加强底层技术攻关，构建强大技
术底座，打造标杆应用场景，充分发挥
科创基金引导带动作用

作为上海首批城市数字化转型市
级示范区，市北高新园区近年来聚焦
融合性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园区大数
据企业覆盖政务、金融、健康、交通、教
育、区块链等领域，正在构建“数据采
集、数据分析、数据应用、数据服务”产
业链。陈吉宁走进园区，了解园区产
业规划发展和服务企业等方面的最新
进展。陈吉宁指出，要牢牢把握城市
数字化转型机遇，布局新赛道、营造好
生态，搭建开放共享平台，加强底层技
术攻关，构建强大技术底座，打造标杆
应用场景，充分发挥科创基金引导带
动作用，努力培育和集聚一批头部机
构和专精特新企业，形成更具竞争力
和影响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市领导诸葛宇杰参加调研。

事关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
陈吉宁调研静安区，要求拿出更多实招硬招新招

■记者 文山日报 张继庄 李霄文

本报讯 11月28日至30日，区
委书记于勇率党政代表团到文山州调
研东西部协作工作。文山州委书记陈
明，州委副书记、州长马忠俊等分别陪
同。11月28日，静安区与文山州及文
山市、砚山县、麻栗坡县、广南县东西
部协作联席会议在文山举行。于勇、
陈明出席会议并讲话，马忠俊主持。

于勇对文山州长期给予静安区工
作的支持、对静安援文干部的关心照
顾、对静安疫情防控的帮助表示感

谢。他表示，静安区将认真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
照党中央“四个不摘”要求，坚持“两保
持三加强”，聚焦目标任务全力冲刺攻
坚，聚焦成果巩固做好工作衔接，聚焦
长远发展完善协作机制，确保资金拨
付到位、干部选派到位、工作落实到
位，继续发挥在资金、技术、管理、市场
等方面的优势，着力构建更加紧密的
交往交流长效机制，在更广领域、更深
层次开展对口协作，更好地造福两地
百姓，促进共同富裕，不断开创静安、

文山两地合作的新篇章。
陈明表示，静安区长期关心支持

文山州的发展，文山人民心怀感恩、感
谢、感激。他指出，当前，文山州正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云南省
委“3815”发展战略，与全国全省同步
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
程。希望静安区一如既往关心文山，
在四大重点产业的招商引资、产业转
移方面深化协作，拓展教育、医疗、卫
生等方面的合作，帮助文山更好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
文山州将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认真落实上海市和云南省签
署的合作协议，履行好主体责任，从长
远发展找结合点，不断加强与静安的
交往交流，全力抓好帮扶项目落实，共
同打造沪滇协作的示范和标杆。

静安区宋宗德、莫亮金、傅俊、杨
志健、宋大杰，文山州蒋俊、杨定勋、陈
治、陈鸷成、李云龙、周家宝、张发政等
出席会议。

在文山期间，静安党政代表团一
行先后到砚山县干河乡莓隆镇蓝莓种
植基地、绿色铝工业园，广南县旧莫乡
小海子村、莲城镇那朵村、高峰牛养殖

技术应用推广工作站，文山市滇珍菌
业公司、红甸乡席草寨，麻栗坡县天保
村乡村振兴示范点、魔芋产业基地等
地，就东西部协作工作进行调研。

调研中，于勇表示，文山有着得天
独厚的自然优势，生态环境优美，文化
底蕴深厚。希望双方在产业发展、资
源互补、智力支撑、平台建设、成果交
流等方面持续开展协作，探索出一条

“输血与造血结合、支援与合作并举”
的道路，激活文山“造血”功能。静安
区委、区政府将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
举措，积极推进静安与文山在经济社

会各个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全面提升
协作质量水平，努力实现两地协调发
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

陈明表示，开展东西部协作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推动
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
重大决策。希望发挥两地资源禀赋优
势，围绕东西部协作，找准发展定位，
积极推动教育、科技、卫生等领域更多
形式、更深层次的交流合作，促进两地
高质量发展。

在文山市红甸乡席草寨，于勇还
看望慰问了脱贫户。

区委书记于勇率党政代表团到文山州调研东西部协作工作
静安区与文山州及文山市砚山县麻栗坡县广南县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举行

■记者 张琦

在上海，尤其是在中心城区，“停
车难”问题是驾车一族绕不开的话题，

“停车难”综合治理工程也是政府相关
部门着力推进的“民心工程”。

记者从静安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获悉，今年以来，区建设管理委重点聚

焦群众反映强烈、急难愁困的老旧小
区和医院，通过多种方式破解“停车
难”。截至11月底，静安区已完成居
民区“停车难”综合治理项目3个，增
加停车泊位201个。在公共停车泊位
方面，全区开工建设公共泊位834个；
10个错峰共享停车项目，共享泊位数
140个；4处示范性智慧道路停车场均

已建设完成，其中1处已投入使用，其
余3处将于近日投入使用，切实增强
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多举措改造切实增加停车位

据介绍，今年，区建设管理委共完
成三泉路693号空地、普善小区、华怡
园小区、愚谷村小区等“停车难”综合
治理项目，通过周边资源共享、内部挖
潜增建的方式，为社区居民增加停车
泊位201个。

在静安寺街道，今年通过“美丽家
园”重点整治项目，缓解华怡园、愚谷
村两个小区“停车难”。

建于1927年的愚谷村小区为新
式里弄石库门住宅，共有居民550户，
但停车位仅有26个；建于20世纪80
年代的华怡园小区有居民117户，小
区可提供停车位却不到20个。面对
小区“停车难”问题，在市、区主管部门
协调下，街道加大违法建筑拆除力度，
优化调整小区内绿化，整治乱堆物，在
提升小区居住环境的同时，对小区停
车泊位重新布置和划设，将原来的20
个停车泊位增加至28个；在愚谷村小
区，街道通过小区内部道路整修、绿化
调整等环境综合整治，老弄堂内部环

境整修一新，停车位从原来的26个增
加至35个。与此同时，区建设管理委
积极寻找周边错峰停车资源，经协调，
静安立体停车库向包括愚谷村和华怡
园在内的居民区提供10个错峰泊位，
开放时段为18∶00至次日7∶00，实现社
会资源利用最大化。

在天目西路街道普善小区，为解
决小区“停车难”，街道邀请专业设计
单位对小区内部重新改造设计，从路
面拓宽翻新、交通流线梳理、车位划
线，到绿化改造都进行了“升级”，停车
位从原来的90个增至110个。

普善小区建造于20世纪60年代
初，居民户数942户，但原划线车位仅
90个，小区登记车辆有160辆，停车
资源稀缺。与此同时，小区道路狭窄、
停车位紧张，更导致路边停满车辆。
造成行人通行不安全的同时，也影响
生命救援通道的畅通。

经过对小区内交通流线的重新梳
理，专业单位对局部道路进行拓宽、改
造后，小区道路分三类：主干道、次干
道和宅前道路。主干道和次干道单向
行驶、规定车行方向，宅前道路为单行
道，还对主干道采取人车分流，既扩宽
安全通道，又保证行人通行安全。

此外，区建设管理委积极协调周

边停车资源，金融街融泰中心现提供
5个停车位供错峰共享，时间段为工
作日19∶00至次日8∶00，以及双休日
全天，后续待开放地下二层车库后，可
追加近20个错峰共享停车位，进一步
缓解周边小区“停车难”。

探索便民利民发展“新路径”

今年以来，区建设管理委重点推进、
完成开工建设公共泊位。结合天目社区
C070102单元44-01、46-01街坊公
共绿地地下空间，建设完成530个公共
停车泊位；大宁路街道058d-01地块待
建绿地垂直掘进地下智慧停车库304
个。全年共计完成公共泊位834个。

经过多轮协调沟通，区建设管理
委完成10个错峰共享停车项目，共享
泊位数140个。企业楼宇、立体车库、
酒店、医院等多种社会资源协同发力，
单个停车场库提供的车位从5个到
40个车位不等，尽可能做到统筹社会
资源的最大化，为居民提供更多的停
车位。

区建设管理委还积极协调，完成医
院停车预约项目。目前，已完成华东医
院、华山医院、眼科医院3个医院停车
预约项目，共计上线预约泊位12个。

在推进示范性智慧停车场（库）项
目和示范性智慧道路停车项目的过程
中，区建设管理委在严格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的同时，积极推进项目建设，全
年计划完成4处示范性智慧道路停车
场建设。分别是延平路（昌平路—康
定路）东侧、共和路（华康路—华盛路）
北侧、汉中路（长安路—恒丰路）南侧、
泰州路（昌平路—康定路），目前，延平
路停车场已投入使用，共和路、汉中
路、泰州路的项目已完成硬件建设，预
计近日将投入使用。示范性智慧停车
场（库）项目建设方面，已完成皮肤病
医院、苏河湾万象天地、大悦城等3处。

在日前举行的静安区第四季度重
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上，静安区垂直
掘进（盾构）地下智慧车库项目正式开
工。眼下，这一项目正在积极推进。
该项目利用大宁路街道058d-01地
块待建绿地地下空间，采用装配式竖
井垂直掘进技术，建设共304个车位
的两座智慧停车库，地面设置8个出
入口，运用托盘式停车搬运、AGV自
动存取车和手机APP预约技术，单车
平均存取车时间90秒，可满足潮汐存
取车要求，建成后将缓解周边居民的

“停车难”问题，为“停车难”综合治理
提供创新发展的又一路径。

深挖资源、增建共享、创新路径……

静安区持续发力多措并举破解“停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