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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活名片”
温情“传递者”

内版导读

2022年“强基计划”招生录取名单日

前出炉，我区松江二中、松江一中等校共

13名学生上榜。松江二中占10人，其中

有3人拿到了清华、北大“进场券”。强基

计划实施三年来，在全市录取总人数并

未增加的情况下，松江二中录取人数实

现了从2人到6人再到10人的连年增加。

强基固本教育之路如何行稳致远？

这几年，松江通过外引内联形成教育合

力，已初步探索出了符合区情的创新人

才培养道路。

构建贯通式培养机制
教育发展，“活”字当头。早在“强基

计划”推出前，松江区教育局就于 2018
年启动了创新人才培养“高峰计划”，确

定松江二中、民乐学校、上师附外小等

12 所中小学校为“高峰计划”分层指导

项目第一批培育基地，通过建立小初高

三级分层指导梯队，明确了小学侧重激

发兴趣和拓展思维、初中强化普及、高中

关注个性指导的贯通式人才培养思路。

松江二中党委书记、校长俞金飞介

绍，近年来，学校率先启动了“基础学科拔

尖创新人才一体化培养”项目，以基础学

科为重点，先行试点数学、化学和生物学

科，与复旦大学、华东师大等高校优质资

源合作，从学生的学科兴趣、基础素养、专

业志趣、创新意识、学习能力等方面入手，

深入探索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逐步形成一体化培养的有效机制。

今年考入清华大学强基计划生物科

学专业的松江二中学生张王亿从小就对

医学和生命科学感兴趣，在初升高的暑

假便开始自学高中生物教材，并考入松

江二中生物竞赛基地班。张王亿说，在

生物基地班的学习促使他养成了查阅专

业教材、阅读学术论文的习惯，极大地锻

炼了自主学习能力，更激发了探索生命

奥秘的热情。

去年12月，松江区成立了以松江二

中、上外云间中学、松江一中三大市实验

性示范性高中引领的基础教育集团。至

此，全区所有53所义务教育学校共组成

14 个教育集团。各教育集团努力打破

校际壁垒，既尊重保持成员校的办学特

色，又互相融合借鉴、优势互补，形成了

具有松江特色的立体化、紧密型的集团

办学格局。

“随着基础教育集团办学的不断深

入，创新人才培养的接力棒交接将更为

顺畅和紧密。”俞金飞表示，接下来，作为

集团校领头羊，松江二中将进一步完善

教师纵向合理流动，促进高中优质资源

的向下辐射、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搭建个性化成长平台
个性化成长需要什么样的平台，就

搭建什么样的平台。在松江二中，研究

性学习小到一条鱼，大到一条智能化生

产线，教师带领学生多角度全方位开拓

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以“松江四

鳃鲈鱼项目学习”为例，学校聘请复旦大

学王金秋教授进校讲学、实地考察，并邀

请华东师大教授作课程开发、项目学习

活动设计等方面的专题报告。30 多名

学科教师积极参与学习项目开发，设计

了近 20 个学习案例。通过专家指导和

修改完善，最终形成了14个跨学科项目

学习案例，涉及语文、数学、英语、物理、

化学、生物、历史等11个学科。

项目化学习犹如为学生打开成长之

门的金钥匙。松江二中高三（5）班学生

张婉清被南开大学强基计划生物科学专

业录取，今年疫情期间，她与同学李林达

合作完成的生物类研究课题在上海市科

创大赛中获奖。“项目化学习探究的领域

很广阔，过程漫长、充满挑战，但也充满

了趣味。”张婉清说，探究过程中养成的

跨学科、多领域学习和思考习惯让自己

受益匪浅。

同样，在松江一中，学科拓展类、传统

文化类、科创素养类、生活技能类、艺体素

养类、跨学科学习类五大类校本课程也较

为成熟。2021学年，学校推出的校本课程

多达60多门，经学生自主选择后，最终有

40门课程正式实施。今年暑假，明日工

程师培养计划、奇思科创、准科学家培养

计划、创新素养培育课程等项目正按计

划推进。“既定项目和自研项目都在其

列，优中选优之后，学校有专项经费支

持，有专门团队提供技术指导。”松江一

中科技总辅导员朱涛介绍，目前，学生们

正进行开题准备工作，按照计划，开学后

将组织开题答辩。

聚焦“强基计划”，松江探索形成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教育模式——

外引内联聚合力 强基固本育新人

□记者 王梅

九亭镇久富经济园区转型

发展进入快车道！《上海市松江

区九亭镇 SJP0-0106单元控制性

详细规划（修编）和SJP0-0103单

元 02 街坊控制性详细规划》（以

下简称《控详规划》）近日获得上

海市政府批复。新时期的久富

经济园区立足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新格局，响应产业社区高质量

发展新要求，以生命健康和智能

制造为主导产业，打造产研融

合、环境优越、配套精准、高效发

展的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智造

高地。未来，久富经济园区将通

过产业升级和城市更新打造崭

新园区，成为长三角G60科创走

廊核心区位和虹桥国际开放枢

纽南向拓展带上的重要节点。

“一心两轴三点四片”
打造优质产业空间

位于九亭镇的久富经济园

区，基础良好、区位优越，属于长

三角 G60 科创走廊“九科绿洲”

板块，是产业升级的重点区域。

根据《控详规划》，园区将形成

“南研发、北制造，公共中心集

聚、配套服务均衡”的布局。

“久富经济园区属于制造类

产业社区，在新的规划中计划增

加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设施，形

成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配套完

善、环境宜人、产城融合的产业

地块。”九亭镇经发办主任陆昊

玄介绍，久富经济园区将转型升

级为“一心、两轴、三点、四片”的

空间结构布局，优先满足人的工

作和生活需求，提升区域功能和

品质，改善人居环境。

具体来说，“一心”即在九

新公路以东打造松江东北片区

的综合服务中心，辐射九亭、泗

泾、洞泾和新桥四镇。综合服

务中心内布局有医院、文体场馆、市级示范性高中

及公交枢纽等，与周边绿地水系等开放空间形成

联动。目前，华师大二附中为松江区重点引进的

市级实验性示范性学校，已编制街坊控规并获

批。“两轴”即九新公路发展主轴和易富路发展次

轴，前者南北向发展，形成城市形象主要展示界

面，后者东西向串联研发智造和综合服务，形成具

有活力的园区公共活动轴。“三点”即三个街坊级

生活中心，重点提供就业人员日常使用频率较高

的生活性服务设施、休闲场地，由久富科创环廊串

联三个街坊级生活中心与地区级公共中心。“四

片”即公共活动片区设置大型公共服务设施、大型

开放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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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驰

最美
生产线

上海熊猫电线有限公司主营电线、电缆及塑料套管的生产销售，产品包括汽车、航天领域高端现代装

备线缆、环保智能家居建筑用线、综合功能集成线缆等，广泛应用于上海信息化高速公路、浦东国际机场、

上海高速铁路、东方明珠、金茂大厦、国际会议中心、上海证券大厦、北京地铁等重大项目。图为工人在车

间内生产。 记者 姜辉辉 摄

本报讯（记者 周丹丹）长三角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拍卖成交额再创新

高。昨天上午，2022年度长三角G60科

创走廊科技成果拍卖会在浙江湖州德清

举行，现场成交 3.27亿元，线上、线下累

计总成交额突破50亿元。

“三、二、一，成交！”随着拍卖师一锤

定音，来自合肥的“NIO蔚来汽车MOP
系统 Andon AVI 模块”竞拍成功，将本

届拍卖会的累计成交额锁定在了 50.18
亿元。记者了解到，现场共拍卖了52个

项目，其中竞价拍卖项目6个，覆盖人工

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

生物医药、农业科技等战新产业。值得

一提的是，作为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国

际化的重要载体，G60俄罗斯院士创新

基地、G60科创走廊应用型高校协同创

新联盟也在此次拍卖会上崭露头角。其

中应用型高校联盟在过去一年里，共计

有 160 项科技成果实现转化，实现了

5818.5万元的成交额。

浙江华恒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第一次

参加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科技成果拍卖

会，在现场以 200 万元成功竞拍到了浙

江大学的“真空隔热板的产品结构设计

与性能研究”技术。企业相关负责人蔡

中磊表示，拍卖会让企业和技术转让方

实现了共赢。“通过拍卖会不仅可接触到

产业的上下游企业，竞拍的技术成果也

可赋能企业工艺，提升产品质量。”他对

接下来的项目应用十分期待。

“不仅能助力企业找到所需要的技

术和成果，拍卖产生的最大效益还能极

大地激励科技工作者以饱满的热情投入

科技再创造活动，成为双创大发展的新

引擎。”长三角G60科创走廊高水平应用

型高校协同创新联盟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国家大学科技园法人、执行董事曾国辉

表示，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在成果转化、

技术对接、知识产权保护与推广等方面

极大地惠及了各企业，尤其是科创成果

拍卖会，解决了科技成果创造者与成果

使用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成果转化“最后

一公里”这些“老大难”问题。

今年是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科技成

果拍卖会常态化举办的第四年。短短数

年间，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科技成果拍

卖会的成交额连创新高，从最初的 1.04
亿元，到去年的 10.23亿元，再到今年突

破50亿元。成交额不断增长的背后，是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充分发挥技术要素

市场配置功能，不断丰富科技成果转化

矩阵，积极衔接、有效整合G60高校协同

创新联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基地、

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科创路演中心联合

体等跨区域合作载体资源优势，促进科

创成果供需两端的精准高效对接。

“科技成果拍卖井喷，彰显了科技

成果拍卖的触角已经深入科技部门、高

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基地以及头

部企业之中，成为带动产业能级提升、

科研成果落地、科创要素集聚的重要载

体。”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办副主

任郭淑晴表示，下一步，G60 联席办将

持续搭建好技术端、需求端、服务端的

资源对接平台，以市场化、法治化、专业

化为导向，持续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

率，加速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化，

共同打响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国家战

略品牌，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动能。

本报讯（记者 周雨余）“国家免费为我们

接种疫苗，自己开心、安心，家人也更放心。”近

日，在小昆山镇文化活动中心新冠疫苗接种

点，刚接种完疫苗、在留观室内等候的泰安居

民区居民王奶奶笑着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接种点各区域划分清

晰，设置了等候区、接种区、留观区，现场秩序

井然。在留观区，老人们自觉规范佩戴口罩，

静静等待，30分钟后无不良反应即可离开。“之

前因为身体原因，接种疫苗的计划被耽误了，

现在我的身体指标都正常了。”王奶奶说，此次

医护人员经过问诊和检查，综合评估了她的身

体状况，在确定满足疫苗接种条件后，为她接

种了第一针剂疫苗。

秦安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梁珠凤介绍，该居

民区共有 7个小区，60周岁以上的老年居民共

908人，目前已完成一针剂接种的有830人，完成

二针剂接种的有792人。“居民区多管齐下推进

老年人疫苗接种工作，首先是摸清底数，挨家挨

户敲门，‘全覆盖、无死角’做好宣传动员工作，

然后提供一对一陪同等精准服务，打通‘最后

100米’。”梁珠凤表示，筑牢免疫屏障，让疫苗接

种工作既有速度更有温度，靠的是工作人员的

“嘴勤、手勤、脚勤”。

“目前全镇老年人疫苗接种工作正在稳妥

有序推进，工作人员的扎实工作得到了居民们

的全力支持。”小昆山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

主任沈亚红告诉记者，该镇60岁以上的老年居

民有 9706 人，截至 8月 10日，第一针剂接种率

为91.52%，第二针剂接种率为82.4%。

嘴勤手勤脚勤 开心安心放心
小昆山镇“三勤”工作法推进老年人疫苗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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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科技成果拍卖再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