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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
释放发展新动能

记者 张仁干 蔡凤军 叶东升 班雪凡

旧式民宅鳞次栉比，石板条路逶迤不断，粉墙
黛瓦的明清建筑依水而立，数十座石桥古风犹存，
步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朱家角，一幅秋意盎然
的江南水乡风情画卷徐徐铺展。

新上海看陆家嘴，老上海看城隍庙，古上海看
朱家角。7000年前，朱家角已有先民繁衍、劳动生
息的踪迹可追溯；1700多年前，这里已形成村落集
市；如今的朱家角，尚存历史建筑91处、不可移动
历史建筑文物25处，可以说是千年上海的悠悠根
脉。

近年来，朱家角坚持规划引领、保护与开发并
重，积极培育小镇“文创+基金”产业集聚，促进全镇
生态环境、水乡风貌全面提升。围绕打造上海卓越
全球城市典型示范镇和淀山湖世界湖区核心引领镇
的目标定位，塑造出一个底蕴与活力并举的新水
乡。古镇先后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

“长三角十大古镇”“国家特色景观旅游名镇”等。
历史文化遗产是朱家角一张靓丽的名片，也是

该镇厚积薄发的基石。多年来，朱家角充分挖掘和
创造性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原汁原味保留古
建筑、古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着重在古
镇培育和扶持实景园林版昆曲《牡丹亭》《水乐堂》
和“水彩画双年展”“上海朱家角水乡音乐节”等高
端文化项目，成功打造了原创田山歌音乐剧《角里
人家》，形成古文化、水文化、海派文化交流、交融、
交锋的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的新格局，真正让收
藏的文物、陈列的遗产、书写的文字活起来。

2016 年，朱家角入选首批全国特色小镇名
列。新的机遇将朱家角推上了历史的分岔路，也激
发了古镇新的思考。在青浦区发改委牵头下，朱家
角制定了《“文创+基金”特色小镇建设总体实施方
案》，明确分步打造以文化创意和创新金融为产业
特色的“创新之镇”；以江南水乡和历史文脉为文化
基底的“人文之镇”；以自然风貌和“三生融合”为显
著特征的“生态之镇”。

“‘文创+基金’的特色小镇定位，表面看是朱
家角镇对产业业态的梳理和产业功能的重塑，背后
却有着自我革命的逻辑——要从‘就旅游做旅游 ’
转型成为‘立足产业做旅游’，从产业发展的角度
对古镇旅游进行深度开发，不断增强古镇的生命
力。”朱家角镇宣传委员吴文娟如是说。

聚焦文创产业发展，该镇积极利用“区级文化
发展基金管理办法”，对不同级别的文创产业园、文
创项目等加大扶持力度；加强重点招商，积极接洽、
商谈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文创产业项目，已经引进
了谭盾的“水乐堂”、张军的“牡丹亭”等国家级大师
工作室，海派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中心等项目正在
建设中。基金产业方面，通过加强青浦区政策资源
倾斜，朱家角得以纳入区创新基金产业园范围，享
受特定区域基金产业扶持政策，并建立上海股交中
心企业挂牌孵化基地。到目前，朱家角镇已有基金
公司12家、管理资金136.7亿元。

吴文娟表示，随着旅游市场的升温以及地铁17
号线的通车，朱家角人气也是日益攀升，去年达到
700多万的游客量。面对这么多游客的青睐，他们
将以国家特色小镇建设为契机，做足做优“旅游+”
文章，积极争创国家5A级景区，让千年古镇永葆生

机、绽放光彩。
夕阳斜照，渔舟唱晚，青浦古镇如诗如画，让人

流连忘返。郊野莲湖，风光无限，置身其中，恍如世
外桃源，令人如痴如醉。

金泽镇莲湖村，上海唯一一个“长在公园里的
村庄”。4.25平方公里，678户、1749名莲湖人家栖
居。驱车驶入该村，水杉林间，光影斑驳，不忍心鸣
笛，生怕惊得“一行白鹭上青天”。行至林尽头，一
个急弯过后，大片葱郁圣洁的莲花在清风中荡漾摇
曳，白墙黛瓦的民宅掩映其中，“烟雨朦胧醉莲湖、
寻觅静谧尘嚣中”在这里生动呈现。

依托青西郊野公园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莲湖
村作为上海市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做起了“游在
园中、消费在村中”的产业振兴大文章。

在满目绿意的蛙稻米种植基地，一块块高标准
的水稻田里，投放着一批批“吃虫大王”虎纹蛙。基
地通过采取“以蛙护稻、以稻育蛙”模式，用绿肥和
生态肥代替化学肥料、蛙吃虫和生物防虫代替化学
农药、人工除草代替除草剂，（下转第二版）

水乡青浦美如画，淡妆浓抹总相宜。青浦，湖荡密布、水网纵横，全域旅
游资源丰富，拥有旅游资源单体近 300 个。依托自然历史文化资源禀赋，青
浦区做优做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文章，加快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
建，全力打造成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美丽花园”。

记者 张莉琳 文/摄

9 月 9 日晚上 8 点
整，教师节祝福语“老
师，您好！”在高新区农
商行、互联网大厦的大
屏上整屏播出，全社会
对老师的敬爱和感恩之
情点亮了夜空。

为庆祝第35个教师
节，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联
合发起 2019 年度“为教
师亮灯”公益活动。我
市教育局积极响应，协
调有关部门，组织好该
项活动。

来自东台中学的教
师孙丽华激动地说：“‘老师，您好！’四个大字
不仅让我体会到了幸福感、信任感和归属感，更
感受到强烈的责任感，我将继续以身立教，做麦
田的守望者，为东中、为东台教育加油助力。”

据悉，这是我市第二次举办“为教师亮灯”
活动。今年的活动为期两天，于9月9日、10日
的 20时至 21时在德润广场、信合大厦以及高
新区农商行和互联网大厦三个地点亮灯。活动
旨在引导社会各界感念师恩、礼敬教师，营造浓
厚的节日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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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华翔）近日，市财政局联合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等9部门，印发了《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
稳定就业岗位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提出对采取有
效措施不裁员、少裁员、稳定就业岗位的企业，可返还
一定比例的失业保险费（简称“企业稳岗返还”）。

我市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加大援企稳岗
力度。此次企业稳岗返还政策的实施范围是：在本市
参加了失业保险，对上年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
业，可返还失业保险费。2019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不
裁员或少裁员且承诺获得稳岗返还后6个月内不裁员
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返还标准按6个月企业参保地
上年度月人均失业保险金水平和上年度企业平均失
业保险参保职工人数确定。

据了解，稳岗返还将主要用于职工生活补助、社
会保险缴费、转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等相关支出。
企业稳岗返还政策的落实，将有效地发挥失业保险预
防失业、促进就业的积极作用，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发展。

市财政出台失业保险
支持企业稳岗政策

本报讯（记者 陈美林 通讯
员 沈永红）走进位于三仓镇通信
设备产业园的江苏占上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繁忙的气息扑面而来，
崭新的厂区内，这边还在安装设
备，那边已经开始试生产。企业
负责人沈明康介绍，公司主体建
筑已经竣工，1号车间已经试生产
3个月，目前，实现开票销售1700
多万元。

作为三仓镇招引的亿元项目
之一，占上光电科技项目总投资2
亿元，由苏州客商投资兴建。
2018年 4月 20日开工建设以来，
公司组织专业团队高效推进项目
建设，力争实现早竣工、早投产。
目前，近 4 万平方米多层厂房及
办公楼已全部竣工。在1号车间
内，记者看到一名名身穿工作服
的工人们，在崭新的智能化设备
前凝神操作，随后一件件电子线
材产品“跑”下生产线，进入下道
工序。据悉，这些产品将运往三
星、海信、长虹等知名企业，用于
打印机、复印机、绘图仪、扫描仪、
音响、液晶电器、传真机等电子产
品的信号传输连接。沈明康介
绍，公司对标国际一流电子生产
企业，分别从韩国和日本采购国
际先进设备，组装了较为完整的
智能化生产线。为此，公司还提
前对工人进行了技能培训。

据悉，该项目正式投产达效
后，年可实现开票销售3亿元、税
收 1500 万元，提供就业岗位近
500个。下一步，公司还将新上液
晶显示器、5G 通讯天线生产项
目，开启公司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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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丁然 通讯员 陈永美）9 月 9 日
晚，我市公安交警大队与盐城市公安交警支队铁骑队，
在我市相关区域路段联合开展国庆安保梳网清格集中
行动，严查严治交通违法行为，盘查嫌疑车辆，力保一方
平安。

此次行动按照上级公安机关“除隐患、防事故、保大
庆”交通安全整治攻坚战部署要求，我市50名交警与盐
城支队 60名铁骑队队员在市区广场路、海陵路、北海
路、范公路设立10个临时警察查处点，对过往车辆开展
检查，严查酒驾、醉驾、毒驾，假牌、假证，超载、超员等严
重交通违法行为。同时加强对嫌疑车辆及乘车人的盘
查，以网上逃犯、管制刀具、赃物疑物为重点，加大对涉
车涉路违法犯罪人员的打击力度。

据悉，当晚行动共检查车辆5600多辆次，查处各类
交通违法行为210多起，其中查获酒驾11起(醉驾6起)，
查获无牌无证重大交通违法行为3起。

市交警大队开展国庆
安保梳网清格集中行动

本报讯（记者 唐雅）9月10日下午，市政协召开十四
届十八次主席会议，围绕强化科技创新、激发发展活力
视察调研、议政建言。市政协主席鲍宇主持会议，副主
席郑静波、陈志文出席会议。

近年来，我市紧扣“3＋2＋1”产业定位，大力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落实科技创新政策，拓展政产学
研合作，推进创新载体平台建设，电子信息、智能制造、
生态康养等现代产业体系逐步建成。

鲍宇指出，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
活的关键之举，是赢得区域竞争的制胜法宝。要提高认
识，深刻把握科技创新的重要意义，奋力抢占科技创新
制高点，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优势。要
把准重点，推动产业融合、资源整合、人才聚合，积极争
取项目、资金、政策，助力我市科技创新行稳致远。要强
化保障，加强组织领导，加大科技投入，完善科技服务，
造浓创新氛围，积极谋求科技创新工作实效。

会前，与会人员对神龙药业、和信石油和哈工宝控
工业机器人三家企业进行视察。会上，市科技局就相关
工作进行汇报，政协委员围绕科技创新工作议政建言。

市政协召开十四届
十八次主席会议

上海市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莲湖村上海市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莲湖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