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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景点服务水平
共建和谐旅游环境

本报讯（记者 蔡斌 摄报） 随着

国内疫情防控持续向好，松江综合保

税区快速发展。记者日前从松江综合

保税区管理委员会获悉，今年前两个

月，园区工业总产值达 260.4 亿元，同

比增长 110%；实现进出口值 381.9 亿

元，同比增长87.5%，成为稳外贸、稳外

资的重要力量。

记者在松江综保区出关检验平台

上看到，九辆大型集装箱卡车一字排

开停在等待区，多名工作人员正马不

停蹄地搬运、查验进出口货物（见上

图）。据了解，松江综保区自挂牌以

来，充分依托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产

业平台与资源，发展呈积极向好势头，

外贸带动作用持续增强。

近年来，在保税加工、保税物流等

业态的基础上，松江综保区积极开拓新

业态。比如，采取整车保税的仓储模式

拓展进口汽车出区保税展示、销售交易

等业务，与区外4S店联动发展，打造完

整的集汽车展示、销售、检测维修于一体

的产业链条。又如配合松江区打造生

物医药产业集聚地，鼓励区内符合条件

的物流企业承接进口药品仓储业务，目

前已有1家企业正在改造符合要求的仓

库等硬件设施，并已与相关医药企业达

成合作意向。此外，从事进口食品贸易

业务的多个项目已经落地，打破了园区

原有食品仓储运输的单一业务模式。

进口奢侈品区外保税展示业务也正积

极尝试，高端进口日化品分拨业务已经

开展。这些新业态的拓展为松江综保

区的快速发展找到了新的增长点。

松江综保区拓展新业态培育新增长点
今年前两个月进出口值同比增长超八成

□记者 王梅

一盘炸得金黄的生煎包，

一碗冒着热气的南瓜小米粥，

一阵叮嘱顽皮孩童用心吃饭

的“妈妈爱”……这个春天，松

江新浜街头的烟火气绝不止

于此情此景，“本店员工均已

接种新冠疫苗”字样的小蓝标

成了这里最美的风景线。

4月 6日上午近 10时，“小

李生煎”店内还有食客在用餐，

店长李俊有一搭没一搭地和食

客聊着天，时不时还会指一指

墙上的小蓝标。“疫苗接种了

没？”“为了健康，要抓紧接种

的！”零星的话语中不难捕捉到

他对接种新冠疫苗的态度。

上个月29日，他和附近的

“生意人”一道前往松江大学

城体育中心临时接种点接种

了第一剂新冠疫苗。“现场人

可多了，不过没有等太久，上

午 10时半出发，下午 1时就回

到店里了，生意一点没耽误。”

李俊说，这些年和妻子在新浜

经营早餐店，忙于生意很少有

时间出去闲逛，这还是头一回

去大学城体育中心，镇里还安

排了专车接送。

聊到时下最热的疫苗接

种，食客陶女士放下只咬了一

半的生煎包，接过话头笑着说：“我昨天刚预约好，听

说我们这批在新浜就可以接种呢，有车接送是很方

便，家门口能接种更好了。”陶女士说的没错，4月6
日一早，记者在新浜文体中心看到，临时接种点正在

抓紧布点，新浜镇社区服务中心主任诸晖华拍了拍

身上的灰尘，高兴地说：“再过几天，家门口的临时接

种点就可以与大家见面了。”

本报讯（记者 朱颖宏）“史量才故

居的修缮是一项综合性工程，目前已基

本完成，历时 5个月的工期即将结束。”

该修缮项目负责人张超告诉记者，从梁

柱、瓦片和木结构基层到墙面、花窗、木

窗等，都是此次修缮工作中的重点。

史量才故居位于泗泾镇江达北路85
号，曾于1924年在清代平房基础上翻建，

后又经多次修缮。2000年，史量才故居被

列为松江区文物保护单位。跨入大门，暗

红色木柱、彩色琉璃窗、雕花木格、刻字挡

檐……无不呈现着极具特点的建筑风貌。

张超介绍，为了最大程度地保留史

量才故居木面的原色和原纹，工人在修

缮中主要采用手工脱漆的方法。“建筑中

的榫卯结构和门窗的镂空花格中有许多

细微边角，修缮起来需要足够的耐心和

细心，我们就用小铲刀一点一点地对木

面进行脱漆，光脱漆就用了一个多月的

时间。对于木质建筑中的缺失部分，我

们还需要鉴别木料的原材质，再寻找同

等材质的木料进行嵌缝修复。”张超说。

除了木面修复，墙面修缮也是此次

修缮的一大工程。史量才故居的修复使

用的是水硬性石灰，其构造和三合土类

似，是一种可逆修复材料。据介绍，修复

过程中之所以没有使用水泥，是因为水

泥的强度很高，且会因局部干缩使墙皮

龟裂、脱落，会加速古建内部的腐坏。

诸如此类的匠心修复遍布于史量

才故居的多个角落：用特殊的燕尾榫工

艺更换浸泡腐蚀的柱脚，使修复前后的

木柱浑然一体，兼具稳固性与美观性；

以相似古建材料切片，补接破损的挡檐

瓦片，由木工模拟原瓦进行雕花；寻找

对应的花色琉璃片修复琉璃窗。

走出史量才故居，回头打量这座古

建，屋脊上方两只石狮映入眼帘，驻守

在屋脊之上的石狮，在风雨的侵蚀下，

由棱角分明到柔和圆润，见证了这座故

居背后的时代变迁。

张超表示，在修缮过程中，他们坚持

以文物修缮的真实性和保留文物的时代

特色为原则，以匠心修复将建筑的“生命”

延长，让人们能够在与建筑的近距离接触

中感受着史量才过往生活的点点滴滴。

本报讯（记者 陈菲茜）“你可记得南湖的红

船？你可记得井冈山的烽烟？你可记得遵义的霞

光……”4月1日中午，红色革命歌曲在立达中学达

人手工艺术创新实验室内响起，同学们一边聆听音

乐，一边比对着图纸、握沙作画。只见沙子在指缝

间流淌，沙盘台上，南湖红船、人民英雄纪念碑、党

旗等一幅幅沙画生动地刻画出建党百年的光辉历

程。沙盘旁，许多同学围拢过来紧盯着不断变化的

画面，接受一场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

“我画的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

人民英雄，通过沙画创作，想对英雄和我们的党表

达一份敬爱之情。纪念碑的旁边我还画上了鸽子，

象征着和平。”高二学生王紫瑄向记者介绍道。

这是立达中学沙画社团近期开展的庆祝建党

10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由社团成员利用沙画创作

讲述党史故事。参与创作的学生都具有一定的美

术基础，为了圆满完成活动任务，在老师的指导下，

同学们认真查阅党史资料，并反复进行沙画训练，

最终一个个党史故事通过沙画艺术予以展现。

“我想和学生们共同探讨，创作一系列庆祝建

党百年主题沙画，这种方式直观、新奇，更容易激发

他们的创作和观看兴趣，让同学们产生心灵的共

鸣。”社团负责人代晓玲介绍。代晓玲是该校的历

史老师，从小酷爱绘画和手工，自学学会了剪纸、布

艺、固彩沙画、沙瓶画、沙盘画等。2019年，她开始

接触动态沙画，并在学校成立了沙画社团。目前，

代晓玲正带领学生创作更多红色主题沙画作品，让

沙画课内容更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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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达中学创新党史学习教育方式

指尖追寻红色足迹
沙画展现党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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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匠心修补时光
让文物延年益寿
史量才故居修缮即将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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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生拓展美育
画笔致敬英烈

本报讯（记者 周丹丹） 4月 7日上

午，2021年上海全球投资促进大会在上

海中心举行，一批规模大、能级高、带动

力强的重大产业项目集中签约，其中松

江有20个项目参与集中签约，总投资达

281.1亿元。

此次松江的签约项目中，涵盖了集

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智能制

造、新材料、新能源和在线新经济、总部

经济、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其中，中

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中国

人保集团金融科技园项目、国科（上海）

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国科 G60 数字智

能产业园项目在现场进行了签约。上

海百力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分子诊

断关键原料生产基地及核酸药物原料

创新研发中心项目，上海军陶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高可靠性高功率密度电源

模块、组件、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冯

阿登纳真空设备（上海）有限公司的真

空镀膜设备暨先进制造业项目等 18 个

项目进行了云签约。

进入新发展阶段，上海加快优化市

域空间格局。此次推介的松江等“五个

新城”，将高起点布局高端产业、高浓度

集聚创新要素，市、区两级将携手加快新

城产业升级、产城融合、功能提升，努力

将“五个新城”建设成为各类市场主体和

人才成长的新热土。按市委、市政府要

求，松江新城将全力打响“长三角G60科

创走廊”品牌。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近年来长三

角G60科创走廊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

个台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实力

都实现了新的突破。今年更是写入国

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进一步深化为国家方案、国家行

动。作为上海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长三角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的创新策源地，松江近年来产

业规模稳步攀升，产业布局更加合理，

龙头和骨干企业快速成长，创新能力进

一步增强，政策环境逐步优化，不断吸

引着大项目、好项目近悦远来。本次签

约的这批项目正是松江围绕“十四五”

开好局、起好步，全力以赴抓招商、引项

目、促投资的阶段性成果，将为松江推

动高质量发展、构筑发展新优势持续注

入新动能。

会上，“五个新城”和一批特色产

业园区、民营企业总部集聚区面向全

球进行了招商。在此次发布的第二批

14 个特色产业园区中，松江 G60 生物

医药产业基地、临港松江科技城名列

其中。G60 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将培育

千亿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助力上海

加快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物医药

产业创新高地；临港松江科技城将依

托工业互联网产业集聚的特色，助力

上海智能制造产业发展，推进装备产

业高端化、智能化、自主化发展。除此

之外，加上去年获得首批特色产业园

区的 G60 电子信息国际创新产业园，

目前松江共有三个特色产业园区，将

为产业集聚拓展发展空间。而这些特

色产业园区也将融入五个新城“一城

一名园”整体布局中。

上海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创新发展

的沃土，面向“十四五”，松江将依托松

江新城和特色产业园区等平台载体，加

快建设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长极，

打造海内外企业投资首选地、集聚地，

努力做到好项目不缺土地、好产业不缺

空间、好应用不缺场景、好创意不缺人

才、好团队不缺资源，全力提供优质的

营商环境、良好的产业生态、充足的发

展空间、专业的园区服务，继续当好企业

发展的“店小二”，为园区赋能、助企业成

长、强产业优势。

2021年上海全球投资促进大会在上海中心举行

松江20个项目集中签约 总投资281.1亿元
G60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临港松江科技城入选上海特色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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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送春风
乡村振兴看浦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