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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新生活·新风尚·新年画”——我们的小康生活主题美

术创作征集展示活动正在全国多渠道多平台推广展示，我区选送

的《奔小康 庆丰收》等 20 件农民画作品通过层层遴选入选该活

动。现刊登部分入选作品，以飨读者。

描绘小康生活的美好画卷
——金山农民画入选作品选登

《《竹林里的鸡竹林里的鸡》》作者作者 高巧娥高巧娥 《《民间艺人民间艺人》》作者作者 周建国周建国 《《丰收年代福多多丰收年代福多多》》作者作者 姚锦生姚锦生

《《春节春节》》作者作者 陆经农陆经农

《《年货年货》》作者作者 朱永金朱永金

《《琳琅满目琳琅满目》》作者作者 张新英张新英 《《田野上的春风田野上的春风》》作者作者 李元李元 《《生活美好生活美好》》作者作者 张美红张美红

《《奔小康奔小康 庆丰收庆丰收》》作者作者 陆卓彦陆卓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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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金宏 朱悦昕）3
月 2日下午，上海石化·金山区·上海

化工区 2021 年区域联动发展座谈会

举行。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健，上海

石化党委书记、董事长吴海君，上海

化工区管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马静出

席会议并讲话。

刘健向两大化工基地长期以来

对金山的关心支持和理解表示衷心

感谢和诚挚敬意，并真诚期待新的一

年三方在更高层面、更广范围、更深

领域的合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新的

成绩。刘健指出，要持续在协同联动

上做文章，共推发展规划的落地；持

续在稳增长上出实招，共促经济高质

量发展；持续在转型升级上下功夫，

共抓产业项目建设；持续在民生保障

上花力气，共谋增进民生福祉；持续

在善作善成上求实效，共建联动发展

机制。

会上，三方分别通报了各自2020
年发展情况和 2021 年发展思路。金

山区生态环境局、上海石化安环部、

上海化工区经发处作交流发言。

本报讯 （记者 王巧月）3 月 3
日上午，前一日刚取得《用地规划许

可证》《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

证》《不动产权证书》四证的阿里飞

天园区项目在枫泾镇奏响项目建设

“春之序曲”，实现了“拿地即开工”。

当天，金山区产业项目集中开

工第一季暨枫泾阿里飞天园区项目

开工仪式举行。据了解，此次集中

开工的重大项目共 12 个，总投资

206.2 亿元，聚焦金山四大产业集

群，高度契合金山产业定位，具有发

展前景好、带动能力强和科技含量

高的鲜明特点。今年，我区将全力

贯彻执行“日日招商、月月签约、季

季开工”的举措，推进超过 50 个总

投资近 580 亿元的产业项目每季度

集中开工计划，全面推广复制“拿地

即开工”模式，着力营造招商引资比

学赶超势头，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

早竣工、早投产，跑出金山“加速

度”。据统计，今年 1至 2月，全区内

外资签约项目共计 20 个，计划投资

总额约 93.92 亿元，成功实现“十四

五”招商引资“开门红”。

“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

刺。12个项目集中开工是金山区加

快转型升级步伐、打造经济新增长

极的最好注解。”区委书记胡卫国对

记者表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树牢

“产业为王、项目为王、企业为王”的

理念，以项目为抓手全面提升现有

核心四大产业集群，形成“比学赶

超”的生动局面和浓厚氛围，在产城

融合中奋力建设“上海制造”品牌的

重要承载区，全力打响“上海湾区”

城市品牌。

长三角腹地“种下”
数字经济硬核项目

飞天 (Apsara)是阿里云自主研

发的大规模云计算操作系统，可将

全球数百万台服务器连成一台超级

计算机，为社会提供计算能力。简

单说，通过阿里云飞天可让万物随

时随地被连接、计算、智能化。

本次开工建设的枫泾阿里飞天

园区项目，总投资 180 亿元，新增建

设用地面积 243 亩，达产后年综合

营收约 41 亿元，5 年内完成整个项

目的建设与投产。开工后，该项目

将促进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

和利用，主要建设数据中心机房、综

合用房、配电房等运行及辅助用房，

同时植入阿里巴巴集团相关云计

算、云服务等业务。

记者了解到，阿里云华东智能

算力中心枫泾飞天园区是金山和阿

里首次协作，金山工业区飞天园区

也即将开工。未来，两个园区建设

用地将达到 596亩，计划总投资 400
亿元，落地后计划 5 年达产，达产后

年综合营收超100亿元。

近期，《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

总体方案》发布，明确了包括虹桥—

闵行—松江—金山—平湖—南湖—

海盐—海宁的南向拓展带，（下转
A2版）

本报讯 （记者 武云卿 林鹍鹍

鹏）3 月 3 日下午，金山区 2021 年重

大工程和实事项目建设动员推进会

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健出席

并讲话。

刘健表示，要肯定成绩、坚定信

心，充分认识重大工程和实事项目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过去

一年，我区重大工程和实事项目建

设取得了较好成绩，但也要清醒地

认识到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认

识到重大工程和实事项目建设的重

要作用。要始终坚持以项目引领投

资、以投资带动发展的思路，谋划、

招引一批引领性、带动性强的重大

项目，不断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持续

提升全区产业发展能级。

刘健指出，要聚焦重点、强化措

施，高质量推进重大工程和实事项

目建设。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区重

大工程和实事项目全面启动、全面

推进。接下来，要奋发有为、比学赶

超，确保按时、保质、保量抓好项目

建设，做到“一加快、两确保、三到

位”，即“加快项目推进速度”、“确保

项目质量与安全，确保树立廉政意

识”、“服务到位，监管到位，防控到

位”。

刘健强调，要压实责任、狠抓落

实，圆满完成重大工程和实事项目

年度目标任务。要加强责任落实，

牢固树立全区“一盘棋”思想，勇于

担当、主动跨前、积极作为，全力夯

实各方责任；要加强工作创新，着眼

工程项目的科学化、精细化和智能

化水平提升，进一步加强工作思路

和方式方法的创新；要加强宣传引

导，对内营造氛围、鼓舞士气，对外

展示形象、提升影响，不断增强全区

上下齐心协力抓项目促发展的信

心。希望全区上下发扬孺子牛、拓

荒牛、老黄牛的“三牛精神”，狠抓落

实、善作善成，全力以赴推进各项工

作，推动重大工程实事项目的建设

取得新成效、迈上新台阶，更好地服

务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为打响“上海

湾区”城市品牌作出更大的贡献。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全区

共有 48 项重大工程和实事项目，当

年度计划投资 212.9亿元。其中，重

大工程 36 项，计划投资 209.1 亿元；

实事项目12项，计划投资3.8亿元。

本 报 讯 （记 者

熊雪寒 封健炜）3月 3
日下午，“巾帼心向党

奋斗新征程”金山区

各界妇女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暨

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

111 周 年 大 会 举 行 。

会前，区领导胡卫国、

刘健、杜治中、王美

新，市妇联副主席王

剑璋与全国先进家庭

及个人、区三八红旗

手个人及集体代表合

影留念。

王剑璋代表市妇

联对金山妇女工作表

示肯定，并殷切希望

新的一年金山区妇女

继续主动融入金山发

展大局，金山各级妇

联组织继续积极参与

社会治理创新，金山

各级党组织和社会各

界一如既往地重视、

关心和支持妇女事业

发展，发挥妇女力量，

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

大会向全区各条

战线上的妇女姐妹致

以节日的问候，诗朗

诵、情景剧、演讲等节

目生动形象地展示了

一年以来全区广大妇女积极投身疫

情防控和为金山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的贡献，引来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据了解，去年以来，金山各级

妇联组织在推动妇女建功立业、参

与社会治理创新、维护妇女儿童合

法权益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

会上，“巾帼心向党 奋斗新征程”

金山区最美巾帼宣讲团成立。

数字经济赋能“上海湾区”
金山今年第一季12个重点产业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超200亿

我区召开2021年重大工程和实事项目建设动员推进会

发扬“三牛精神”，推动重大工程实事项目取得新成效

责任编辑 洪艳青

金山接轨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金山接轨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

我
区
举
行
纪
念
三
八
国
际
妇
女
节111

周
年
大
会

建
功
发
展
新
征
程

绽
放
巾
帼
新
风
采

共建联动发展机制
共促经济高质量发展

走进上海东睿化学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一袋袋纺织、服装用的

新材料粘合剂源源不断地发往仓

储车间。这些无毒无味的颗粒状

热熔胶和粘合剂，有极佳的耐水

洗、耐干洗和耐蒸汽性能，到了下

游的厂商，这些原料将华丽转身，

与阿玛尼、巴宝莉、阿迪达斯等大

牌服装、鞋饰等产品“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

公司董事长金敬东拿起一款羽

绒通道布介绍说，这是一种新型的

羽绒服面料，无需缝线、无需胆布，

使用聚氨酯粘合剂和共聚酰胺热熔

胶通过双点涂层工艺来完成，解决

了传统羽绒服缝线孔处钻绒问题。

这种面料可以做各种图案，让羽绒

服变得更时尚。该工艺使生产速度

提高了30%，生产成本降低了20%。

而在粘合衬领域，东睿化学是

唯一能够为客户提供产品解决方案

的供应商，公司双点涂层工艺解决

了单浆点、单粉点等传统工艺生产

的产品手感硬、透胶等问题。该涂

层工艺简单、可标准化，生产效率

高。

由于产品功能的复合多样性，

近两年，东睿化学在国外市场广受

好评，产品销往日本、韩国、奥地利

等十几个国家。随着订单的日益

增长，增产扩容的计划被提上日

程。金敬东最近就在为公司西南

面一块 20 亩的开发用地奔走，到

2021 年中期，这块土地将完成智能

化工厂建设，达产后可实现产值 7
亿元。

与增产扩容同时提上日程的，

是科研队伍的建设。金敬东表示，

粘合剂产品在迭代升级、技术在更

新进步，因此公司必须充实科研力

量。年前，公司启动了新一轮人才

招聘计划，新一批科研人员很快就

会到岗。

2010 年成立至今，东睿化学坚

持走创新发展之路，公司人均创收

达 166 万元，人均净利润 26 万，远

超同行。目前，公司主要产品系列

共聚酰胺热熔胶 PA 型和丙烯酸酯

粘合剂均是自主研发，公司拥有发

明专利 3 项，实用新型专利 22 项，

当前正在申请批复的发明专利 2
项。强大的研发和技术服务团队，

有效地为客户提供有竞争力的产

品和解决方案。

目前，公司已经开启 IPO 募投

项目规划，再次扩产后，新产品会继

续增加，设计产能预计达 20 亿。未

来，公司将新建一栋研发大楼，成立

国家级研发中心，加强公司产品的

优化及研发能力。公司已与中信建

投证券、致同会所、竞天公诚律所等

中介机构签署合作协议，预计 2023
年初申报创业板 IPO上市。

记者 王巧月 通讯员 沈洁

东睿化学创新工艺降低生产成本

让人才和创新产生“化学反应”

枫泾阿里飞天园区效果图枫泾阿里飞天园区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