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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途如虹初心如磐
踔厉奋发护佑健康

内版导读

本报讯（记者 韩海峰）“松江践行绿色

生态理念，打造的五龙湖休闲公园令人耳目

一新。”11 月 29 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的

2022上海国际城市与建筑博览会（以下简称

“上海城博会”）上，市民陈女士在松江展区频

频举起手机拍照，她说，松江在城市人居环境

提升、人与城市和谐发展探索方面形成了好

的经验做法，令人向往。

代表松江参展上海城博会的是松江新

城国际生态商务区。走进展区，169 平方米

的展区以 U 字型为参观动线，集中展示了

城市风貌和绿色生态建设成果。其中，城

市风貌方面，介绍了一批美丽街区、美丽河

道、美丽商圈和美丽家园的中山案例；绿色

生态建设成果方面，介绍了无机透水混凝

土市政机动车道、生态树穴、河道生态护

岸、河道在线水质监测、城市运行智能管控

平台等创新亮点。

“作为全区首个获评二星级上海市绿色

生态城区试点称号的区域，国际生态商务区

始终坚持厚植生态底色，不断释放绿色发展

活力，包括海绵城市、智慧城市、低碳社区等

一些绿色生态理念已经融入到商务区城市建

设管理的各个方面。”上海松江新城生态商务

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殷鸿磊说，他们

希望通过本届城博会，推介绿色、低碳、智慧

的“松江方案”，与此同时学习借鉴行业新技

术、新产品、新理念，尤其是城市建设和治理

领域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成果。

据了解，松江新城国际生态商务区总规

划用地面积 4.14平方公里，自 2010年区域控

规批复以来，历经十余年建设，已从一片荒地

蝶变为集商务服务、文化娱乐、生活居住等功

能于一体的松江新城商务新地标。该区域交

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生态景观独特，整体

建成率已达 70%。其中，围绕五龙湖休闲公

园两侧共规划分布有 16 幢总部大楼，现有 9
幢投入运营，5幢处于建设施工阶段。

以“生态”为媒，环五龙湖周边 200 米范

围内的商务办公楼宇成功吸引了万达广场、

凯悦酒店、云泽资本等 510 余家企业入驻。

“未来，国际生态商务区将依托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国家战略平台以及上海五个新城

区域性战略，重点聚焦 G60 五龙湖产融生态

圈建设，扎实推进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谐

共生的绿色发展模式，注重城市设计与品质

提升、绿色低碳发展与人文关怀相结合，建

设更有知性、更加感性、更具灵性的现代文

明城区。”殷鸿磊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五龙湖生态景观项目”

在本届城博会上海市勘察设计高峰论坛上

获评 2021 年度上海市海绵城市建设示范性

样板工程。

展示人民向往的松江新城风貌和绿色生态建设成果

“松江方案”亮相上海城博会

本报讯（记者 朱俊辉）昨天上午，松江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举行，传

达市疫情防控相关会议精神，通报全区落实国

家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措施、老年人疫苗接种

和医疗机构医疗物资储备工作推进情况，并部

署相关工作。区委书记程向民主持会议并讲

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李谦，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赵汝青，区政协主席刘其龙，区委副书记韦明

出席。

会议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

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

来。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实践

充分证明，党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方针政策是

正确的、科学的、有效的。当前疫情防控面临

新形势新任务，要严格落实党中央和市委、市

政府的决策部署，坚决贯彻好“疫情要防住、经

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总要求，因时因势优

化完善防控措施，更加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

会议强调，要把握重点、分类指导，科学精

准落实好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的十条措施和

相关细化方案。准确把握疫情防控新形势新

任务，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

实到位”的执行力，做好科学精准划分风险区

域、因时因势优化核酸检测、优化调整隔离方

式、落实高风险区“快封快解”、调整来沪返沪

人员的管控手势、提升学校疫情应急处置能

力、强化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健康保障、深化

细化大型企业和重点单位的疫情防控方案等

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要强化科普、主动服务，引导市

民当好自己健康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及时面

向各部门各单位和社区工作人员开展政策解

读培训，加强相关人员对政策的理解和认识；

新闻单位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阵地作用，通过

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广泛普及科学防护

知识；广大村居要利用好社区宣传平台，把引

导居民当好自己健康管理的第一责任人作为

重点任务抓好，切实筑牢群防群控基础；“第二

书记”要更好发挥指导作用，及时答疑解惑，更

好凝聚共识；要把握窗口期，加快推进老年人

疫苗接种工作，确保应接尽接，切实保障老年

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要保障好群众正常

购药需求，做好生活物资供应，确保医疗物资

充分充足；要抓好分级分类诊疗，切实保障群

众就医需求，及时出台防护指南、就医指南，提

供更多专业性、便利化咨询平台，为群众就医

提供便利。

会议强调，要坚守底线、统筹策略，坚决守

牢城市安全运行和高质量发展的刚性要求。

切实守牢安全底线，全力维护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确保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始终保持昂扬的

斗争状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

心理，做到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促发展、保安

全，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

响，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冲刺完成

年度高质量发展指标，按节点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全力实现“两手抓、两手硬、两手赢”。

会议以视频形式举行，区领导时建英、竺

晓忠、王玮华、张磊、朱明林、顾洁燕、刘福升、

陈容、李正参加。

程向民主持召开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

准确把握疫情防控新形势新任务
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李谦赵汝青刘其龙韦明出席

本报讯（记者 彭璐） 昨天下

午，上海市松江区第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区办公中心开

幕。本次会议的执行主席赵汝青、

韦明、杨飞云、吴建良、钱秋萍在主席

台前排就座。李谦、时建英、竺晓忠、

陈晓军、王玮华、张磊出席会议并在

主席台就座。

大会应到代表 276名，实到 245
名，符合法定人数。

16时 30分，赵汝青宣布上海市

松江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开幕。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会议表决通过了本次大会选举

上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办法，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名单。

本报讯（记者 李梦颀） 昨天下

午，上海市松江区第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举行主席团第二次

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杨飞云主持

会议。

会 议 听 取 了 关 于 各 代 表 团

审 议 大 会 选 举 办 法（草 案）的 情

况汇报，通过该办法（草案），决

定提请全体会议表决；审议了总

监票人和监票人名单（草案），决

定提请全体会议表决；听取了关

于《上海市松江区人民代表大会

议事规则》修改工作的有关情况

汇报。

本报讯（记者 李梦颀） 昨天下

午，上海市松江区第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举行主席团第一次

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赵汝青主持

会议。

会议推选了大会主席团常务

主席（同时担任全体会议执行主

席）；决定大会副秘书长人选；决定

大会日程；决定大会通过决议、决

定办法；决定代表十人以上联名推

荐市十六届人大代表候选人截止

时间；听取关于大会选举办法（草

案）的说明，审议该办法（草案），并

决定提交各代表团审议；听取关于

市委提名和区委提名的市十六届

人大代表候选人建议人选名单及

其情况说明，提交各代表团酝酿、

讨论。

本报讯（记者 李梦颀） 昨天下

午，上海市松江区第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会

议由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汝青主

持，副主任杨飞云、吴建良、钱秋萍

等出席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选举大会主席

团和秘书长办法；选举产生了大会

主席团和秘书长；表决通过了大会

议程。

区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幕
大会执行主席赵汝青主持 李谦韦明出席

区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区六届人大二次会议
举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区六届人大二次会议
举行主席团第二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 宋崇）《松江区

“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近日实施。据松江区生

态环境局介绍，松江区“无废城市”

建设将统筹城市发展与固体废物管

理，强化制度、技术、市场、监管等保

障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固体废物源

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安全处置水

平，发挥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提升城

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推动城市全面

绿色转型。

据了解，方案制定了“强化顶

层设计规划引领，建立‘无废城市’

建设常态化机制；深化减污降碳过

程管控，推进产业绿色化转型；提

高工业固废利用水平，强化危险废

物规范化管理；推动建筑节能绿色

发展，提高建筑垃圾减量化水平；

推进生活垃圾设施建设，完善综合

平台智慧化管理；加强农业废物循

环利用，推进生态农业融合化发

展；开展无废细胞培育建设，深化

生态松江无废化理念；建立健全各

项管理体系，提升固废管理保障化

能力”8 项主要任务和相关保障措

施，包含制度、技术、市场、监管四

大体系 79 项“无废城市”建设任务

清单，以及能力保障、源头减量、资

源化利用、安全处置、绿色低碳等

29项项目清单。

方案要求，区各相关部门、单

位要以“科创、人文、生态”新发展

理念为引领，结合“全新的发展定

位、全新的理念应用、全新的系统

设计、全面超越既往城市实践”发

展战略，力争到 2025 年，通过推动

形成绿色发展和生活方式，铺好绿

色发展底色，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

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基本实现

“产废缓增长、资源不浪费、设施有

托底、监管全方位、保障无缺位”，

形成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松江模

式”，实现“走科创发展之路，筑人

文和谐之网，绘生态绿色之韵，创

低碳无废新标，建特色松江新城”

的建设目标，打造“无废城市”新业

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和满意度。

发挥减污降碳协同效应 推动城市全面绿色转型

松江区“无废城市”
建设方案实施

松江新城国际生态商务区航拍图。 记者 姜辉辉 摄

经开区中部园区
新增三条公交专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