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继陆家嘴之后最大手笔规划启动

北外滩480米高楼将成浦西制高点
■劳动报首席记者 罗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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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北外滩向全球
发出邀约———这里， 将是虹口乃
至上海未来的增长极。6 月 21 日，
记者从北外滩开发建设全球宣介

会上了解到， 北外滩区域近期将
推出核心区七个商办地块， 未来
这里将新建高 480 米的新地标 ，
成为浦西制高点。

核心区将有3座新地标

据了解， 本次宣介会分为主
题场、地块开发建设专场、金融产
业和招商政策专场和现场考察宣

介专场。现场，北外滩建设开发办
还与 4 家企业进行了北外滩开发
建设战略合作签约。

记者获悉， 虹口区北外滩新
一轮的规划被誉为上海启动陆家

嘴规划建设之后最大手笔的方

案， 开发体量将达到 840 万平方
米， 核心区更有 480 米、380 米 、
320 米三座新地标建筑物与陆家
嘴遥相呼应。

未来， 这个区域将有近百家
总部企业入驻，航运产业、金融产
业、科技产业、空间环境品质、基
础设施体系、 教育医疗配套体系
将全部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据介绍， 北外滩区域近期将
推出核心区七个商办地块， 分别

位于中央绿地两侧， 包括位于核
心商务区慢行优先区和无车区内

的 91 街坊 ， 未来这里新建高度
480 米的新地标将会成为浦西制
高点。

总体结构为“一心两片”

市规划资源局总工程师白雪

茹表示 ，自 2019 年初起 ，市规划
资源局会同虹口区政府集全球智

慧， 组织开展了北外滩规划研究
工作，目前蓝图已经绘就。

对标伦敦、 纽约和东京等全
球城市经验， 北外滩规划集中体
现了“复合紧凑、开放共享、包容
互促、创新智慧”四大规划理念，
规划定位为： 与外滩和陆家嘴错

位联动、居职相融、孵化创新思维
的新时代顶级中央活动区； 汇聚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核心发展要素

的世界级会客厅； 全球超大城市
精细化管理的典型示范区。

白雪茹表示， 北外滩规划总
体结构为“一心两片”。“一心”，即
中部核心区， 围绕大型中央绿地
形成超高层建筑集聚的高品质商

务区；“两片”，即东部提篮桥片区
和西部虹口港片区， 展现低层高
密度的空间格局。

6个街坊确定为无车区

据了解， 北外滩中央活动区
内规划办公空间约 400 万平方
米，重点承接金融、航运等高端服
务功能。

在核心区商务空间及中央绿

地周边， 打造全时段的多元活力
商业街区； 结合区域内历史建筑
和特色街巷， 培育富有文化特色
的休闲街区； 新建高品质租赁住
宅， 通过历史街区活化建设特色
住宅；综合设置体育、医疗、基础
教育等各类生活配套设施。

核心区内 11 个街坊规划为
慢行优先区， 其中 6 个街坊为无
车区， 提供最优环境品质的漫步
空间； 同时规划建设全天候开放
的二层连廊和一体化的地下空

间，形成畅享交流的活力天地。
不仅如此， 在核心区规划 6

公顷中央绿地， 延展至黄浦江滨
水区域， 营造自然生态的绿化体
系； 在黄浦江、 苏州河沿岸结合
海鸥饭店 、 河滨大楼等更新改
造， 注入高品质公共功能和历史
文化体验； 在虹口港沿线打造传
承历史记忆、 品味水巷生活的文
化水岸， 营造亲水宜人的滨水环
境。 ����■摄影 王陆杰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李蓓）
打造 “最硬核” 的公共卫生应急
管理体系， 这是上海中心城区徐
汇区正在干的一件大事 。 近日 ，
徐汇区公共卫生建设大会暨迎接

国家卫生区复审动员大会上， 徐
汇区区委书记鲍炳章透露了一张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 “大蓝图”。
未来， 徐汇区将打造一个 “智慧
疾控”， 建设一个区域传染病救
治中心， 实现从疾控中心-综合
医院-社区卫生中心数据信息实
时共享的系统 ， 完善 “社区初
筛—基层首诊—定点诊治” 分级
分层疫情防治网络。

在鲍炳章看来， 作为一座超
大城市的中心城区， 徐汇区一旦
发生重大疫情， 防控难度大， 一
定要有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 守
牢城区安全之门。 完善公共卫生
体系 ， 让徐汇成为最安全的城
区， 才能吸引一流企业人才近悦
远来。 他认为， 公共卫生体系也
是高品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因而也将是徐汇区今后的基本民

生工程。
他在会上透露， 徐汇区建设

公共卫生体系 ， 要建强指挥中
枢 ； 条 块 联 动 ， 专 业 监 测 要
“准”， 社区防控要 “广”， 织密
预警网络； 科学引领， 健全医疗
网络， 加强科研攻关， 提升医疗
能力 ； 平战结合 ， 加强人才保
障、 物资保障、 投入保障， 强化
支撑保障。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大

考中， 徐汇区经受住了考验， 但
也意识到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还

有短板和弱项亟待健全和完善。

为加快构建全球卓越城市城

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徐汇
区对标一流中心城区最高标准 、
最好水平，对标国家、市层面对疾
控体系建设的任务要求， 全面启
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现代化建

设，包括提升“一锤定音”的检验
检测能力，快速反应与保障能力，
形成“智慧疾控”共享应用态势。

当日， 徐汇区卫健委宣布与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合作共建

徐汇区疾控中心， 双方还将携手
推进一批公共卫生学科人才培育

项目。
目前， 徐汇正加紧建设徐汇

区中心医院、 上海市第八人民医
院两个区域诊治中心。

徐汇区中心医院将参与徐汇

南部医疗中心建设工作。 根据徐
汇区的规划， 未来， “南部医疗
中心 ” 将对标中山医院 ， 建成
“小中山”， 更为重要的是， 从战
疫中走来， 徐汇南部医疗中心将
打造为国际国内一流的传染病救

治区域中心。 根据已披露设计方
案里， 南部医学中心设立的发热
门诊、 隔离病房将作为徐汇全区
域性负压病房， 设计了在紧急情
况下能即刻启用的平战结合型全

层负压病房。
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

直报系统， 目标是实现 “疾控中
心-综合医院-社区中心” 数据信
息实时共享。

眼下， 徐汇区已经完善了全
区发热门诊布局设置， 增加社区
“哨点 ” 监测 。 一个 “社区初
筛—基层首诊—定点诊治” 分级
分层的疫情防治网络已成型。

本报讯 （劳动报首席记者
罗菁 ） 对年度营业收入首次突
破 10 亿元、50 亿元、100 亿元的
区块链企业 ， 分别给予最高
10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在昨
日启动的 2020 长三角（上海）区
块链应用创新大赛上，杨浦区发
布区块链“产业新政 20 条”———
《杨浦区推进区块链产业升级发
展政策》，包括产业生态构建、企
业集聚引领、 应用场景拓展、人
才招引培养和政企投资联动等

5 个方面、20 条措施。
据了解，杨浦区将建设国内

首个以区块链技术与应用为特

色的创新集聚区，布局 1 万平方
米以上的区块链集聚载体 ，对
经认定的集聚载体运营管理

方， 按载体集聚程度分阶段以
差额累进方式给予运营补贴 ，
补贴期限 3 年，每年最高 100 万

元。
支持龙头企业与高校、科研

院所联合建设区块链实验室、创
新中心和新型研发中心，对经认
定为国家级和市级专业化平台

的单位 ， 分别按建设费用的
50%， 给予最高 600 万和 300 万
元的专项扶持。

鼓励研发中心高新技术成

果产业化，对在本区转化的科技
成果转化项目，根据其对区域贡
献程度及项目知识产权的属性、
创新程度，对高新技术成果转化
项目的研发投入予以 10%的补
贴，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对于注册在杨浦的区块链

企业， 经认定后根据企业实际租
赁面积， 对其前三年的房租按 2
元/平方米/天给予最高 150 万元
的补贴； 对于入驻集聚载体的区
块链企业，按 500元/平方米给予

最高 100万元的开办费补贴。
对年度营业收入首次突破

10 亿元、50 亿元、100 亿元的区
块链企业， 分别给予最高 10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培育一批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独

角兽企业。对区块链头部企业和
重大区块链产业项目，市区联动
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给予重点
支持。

区块链政策中还首次明确

了支持“应用场景拓展”，推动区
块链技术在政府各部门信息化

建设项目中“能用尽用”，每年发
布若干个区块链应用场景项目。

据悉，本次大赛汇集了长三
角及全国范围的 113 个区块链
应用项目报名参赛，项目将全部
进入上海区块链产业基金的项

目库，后续都有机会获得产业基
金的关注和扶持。

打造“智慧疾控”
让城区更安全

徐汇发布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蓝图

培育“独角兽”企业 最高奖励1000万元

杨浦推出区块链“产业新政 20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