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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向往的
“诗和远方”
。

打造全域旅游发展
“松江版本”
作为“上海之根”，如何延续并激活上海的千年
文化根脉，同时布局符合游客需求的全域旅游业态，
是松江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必答题。2017 年，松
江依托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确定了包括“人文谷”
“欢
乐谷”
“科创谷”
“会务谷”和“泖田谷”在内的“五谷丰
登”全域旅游产品体系。
2019 年初，松江区组建了区文化和旅游局，并提
出要助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推进以人文松江为
特质的全域旅游发展。同年 9 月，松江区获评首批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截至目前，松江区 A 级景区
已达 10 家。

▲

唐经幢、天马山护珠斜塔等古建筑星罗棋布；陆
机、陆云、董其昌、陈继儒、陈子龙、史量才、施蛰存等
文化巨匠群星闪耀；顾绣、舞草龙、泗泾十锦细锣鼓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闻名遐迩……
“千年上海看松
江”，6000 年人脉繁衍，成就了“上海之根”厚重的历
史文化积淀。
千年古城传文脉，松江新城谱新篇。松江坚定
文化自信，坚持“十四五”一张蓝图绘到底，推进以人
文松江为特质的全域旅游更高质量发展，助力打响
“上海文化”品牌，让丰厚的江南文化资源在新时代
绽放熠熠光辉，为高质量建设人民向往的“科创、人
文、生态”现代化新松江提供文化滋养，让松江成为

“以前到松江，直奔景点玩一圈就打道回府了，
现在不仅能打卡一些文创目的地、参与非遗互动体
验，还有各种演出、展览可以看，周末两天根本逛不
完。”家住黄浦区的林文文惊喜地发现，近年来，松江
可供选择的游玩地点越来越多，文化体验也越来越
丰富多元，通过形式多样的沉浸式体验，可以感受到
松江历史文化的厚重。
这些变化的背后是松江区持续激发全域旅游活
力的辛勤耕耘。聚焦发展全域旅游，松江逐步实现
了从“卖门票”到“卖服务”
“ 卖体验”的转变。近年
来，松江全域旅游空间从最初的景点、酒店拓展至社
区、户外休闲、文化展馆、商业广场、交通枢纽，乃至
沿街店铺和浦南乡村等。这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延
伸，
也是价值辐射面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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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向民主持召开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并要求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
切实增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能力
李谦韦明出席
本报讯（记者 彭璐） 昨天下午，区委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委员会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区委网信委
主任、区委书记程向民主持会议并要求，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切实
增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能力。区委网信委副主任、
区委副书记、区长李谦，区委网信委副主任、区委副
书记韦明出席。
程向民指出，近年来，松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围绕中央、市委网
信委工作会议精神和决策部署，坚持多措并举营造
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高位推动全面夯实网络安全

基础，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质增效，多项工作走在全
市前列。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
国的重要思想，切实增强做好网信工作的责任担
当。始终从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网信事业始终
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
程向民指出，要着眼凝心聚力，切实强化网络
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能力。要不断强化政治能力建
设，保持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坚持正能量是
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切实
防范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要聚焦常态化

疫情防控、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松江新城建设等
重 点 领 域 ，持 续 强 化 正 面 宣 传 ，有 力 开 展 舆 论 引
导，汇聚起建设“科创、人文、生态”现代化新松江
的强大正能量。要坚持责任导向，坚持失责必问、
问责必严，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职失责行为严肃
追责问责。
区委网信委委员、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晓军
出席。会上，
区委网信委委员、
区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张磊传达中央网信办主任会议精神、
市委网信办会议
精神，通报《2021 年松江网信工作总结》，并就《2022
年松江网信工作要点》等作说明。副区长陈容出席。

无需佩戴口罩、护目镜、面屏，
且消毒后可重复使用

松江产呼吸防护全面罩
实现面部一体化防护
本报讯（记者 李于伯） 提供面部一体化防护，
可承受 100℃以上高温或在各类消毒剂消毒后重复
使用。位于企福中山科技园的上海呼享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在疫情期间，为本市多家方舱医院提供
5000 套 KP100 呼吸防护全面罩，为打赢大上海保卫
战贡献了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的科技力量。企业
发展势头强劲，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企业的订单
量和产能均处于饱和状态，预计年底将完成全年目
标的 120%。
根据介绍，戴上这款 KP100 呼吸防护全面罩后，
可实现面部一体化防护，医护人员无需再佩戴口罩、
护目镜、面屏等。同时，该款面罩具有防雾功能，视
野清晰；密封圈采用液态硅胶制作，更加亲肤，不容
易过敏。而全面罩本体可承受 100℃以上高温或在
各类消毒剂消毒后重复使用。
“虽然整体价格贵一点，但其使用寿命长达 6
到 12 个月，日均使用成本可降至 2.5 元以下，且消
毒后只需更换配套过滤元件，穿戴方便、耗材少，同
时也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呼享科技相关负责人
朱荟说。
放眼上海，呼享科技是除外资企业外，唯一一家
生产高等级呼吸防护用品的企业，公司的呼享系列
呼吸类防护产品在设计、质量、有效性、舒适性等方
面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多个产品获得欧标检测认
证。主要客户包括中国中车、中国核工业集团、申通
地铁、山东能源集团、华为等知名企业。

本 报 讯（记 者 彭 璐）
昨天下午，区委召开常委会
会议，传达市委、市政府加
强应急体系建设会议精神，
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加强我
区应急体系建设工作。区
委书记程向民主持会议并
讲话。
会 议 指 出 ，要 强 化“ 时
时 放 心 不 下 ”的 政 治 责 任
感，抓紧抓实抓细松江应急
体系建设。要加强组织领
导，加快建设科学、权威、高
效的应急管理体系，打造全
天候、现代化、系统性的城
市运行安全保障体系，健全
街镇城运应急组织架构，统
筹推进街镇应急体系建设
各项工作。要强化责任落
实，重点围绕防灾减灾、安
全生产、公共卫生和公共安
全领域，构建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的责任体系，发挥好
城运应急委指挥作用，层层
压实责任，统筹抓好“四方
责任”落实。
会议指出，要坚持见事
早、行动快、抓得实的导向，
以高质量的应急体系建设
守牢松江城市安全运行底
线 。 要 持 续 深 化“ 一 网 统
管”建设，提高信息收集、预
测研判、决策、应急指挥的
信息化水平，做到“一屏观
全域、一网管全城”。要建
立风险防控体系，对潜在的
风险隐患实时感知、动态监
测、精准研判、及时预警，牢
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的底线。要引导公众积极
参与城市治理，发挥基层作
为城市治理神经末梢作用，
把基层建设成为风险防范
防控的坚强堡垒。
会议指出，要聚焦平战
结 合 ，持 续 提 升“ 科 创 、人
文、生态”现代化新松江城
市运行应急管理水平。要
完善体制机制，坚持统分结
合、问题导向，系统提升数
据整合、信息传输、分析处
理等能力，持续提升应急指
挥调度能力。要夯实队伍
建设，提高城市运行管理一
线的协调处置能力。要强
化统筹协调，发挥区城运中
心的决策指挥平台作用，确保各街镇各部门信息报送及
时准确。要树立全区“一盘棋”思想，统一规划布局，加
大物资匹配效率，加强保障力度。要强化指挥体系，勇
于担当，主动跨前，形成工作合力，高效协同推进全区应
急体系建设。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上海科技影都影视衍生品
开发基地项目有序推进
近年来，松江积极建设城市滨水公共空间，市民尽享生态宜居高品质生活。图为市民在通波塘袜
子弄段绿道休闲赏花、
漫步健身。
记者 姜辉辉 摄

叶榭镇抓紧推进文旅项目建设，积极调整市场布局——

苦练内功开新局 蓄力增能待客来
□记者 李谆谆
东方童梦奇缘亲子主题乐园上月中旬复工，山
羊生态养殖基地破土动工，
“八十八亩田”旅游配套
项目公共服务中心相关手续正在申报中……眼下，
浦南小镇叶榭镇正通过文旅建设项目推进、市场布
局调整等方式练好内功，
静候乡村旅游复苏。

文旅项目建设抓紧推进

基地项目示范区 90%以上完成招商
本报讯（记者 王颖斐） 眼下，
在车墩镇长溇村，
上海科
技影都影视衍生品开发基地项目正有序推进示范区施工进
程，
全力加紧施工，
力争今年 9 月建成并开放示范区西岸。
记者看到，在严格执行防疫要求的基础上，项目工地
一派忙碌景象。
“目前正在加紧施工的是示范区西岸，计划
8 月底完工，力争 9 月对外开放。”项目运营方上海转转客
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邓亚鸣介绍，目前，他们
正优化施工方案，全力以赴把因疫情耽搁的时间抢回来、
工作补回来、进度追回来。
上海科技影都影视衍生品开发基地项目位于车墩镇
乡村振兴首发示范区地块。项目在追求创新的同时，充分
考虑建筑与景观、文化的联动，计划搭建线上影视衍生品
版权链和线下基于影视版权开发应用的文旅体验基地，通
过整合产教研各方资源，延伸和联动发展影视文化艺术产
业链，
成为上海科技影都发展战略的有效支撑和补充。
据介绍，
该项目总区域面积6.8平方公里，
建筑面积19.15
万平方米，
建成后将着力打造成为集传统手工艺术展示、
体
验、
培训，
影视衍生品设计、
打样、
展示，
设计版权登记申领和
保护，
影视和手工艺术主题休闲旅游和配套服务为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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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产业集群效应的文化产业品牌基地。
▲

6月14日，
由咸店羊肉投资设立的山羊生态养殖基

地在同建村破土动工。咸店羊肉是一家经营非遗美食
张泽羊肉的餐饮店。近年来，
在羊肉节的推动下，
张泽
羊肉远近闻名，
每年消耗肉羊约4万只。
“基地建成后，
将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松江区优质山羊市场供应紧张的局
面。
”
叶榭镇乡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基地预计一年半后可投入运营，每年出栏量
5000 只左右，可以满足张泽羊肉街上部分店铺的需
求。”咸店羊肉负责人孙宵英介绍，
“落子”前端养殖
领域，可以应对疫情等不确定因素可能造成的原材
料供应难题，
成为企业经营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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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转第七版

程向民主持区委常委会会议并强调

让松江成为令人向往的“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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