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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核两带”发展格局
根据方案 ， 到 2025 年 ，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基本建成 。
中央商务区和国际贸易中心新

平台功能框架与制度体系全面

确立， 综合交通管理水平显著
提升， 服务长三角和联通国际
的作用进一步发挥。

在昨天举行的市政府新闻

发布会上，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副主任王华杰介绍， 接
下来， 按照提升能力、 完善功
能、 优化布局的要求， 要统筹
区域发展空间， 形成 “一核两
带” 发展格局。 “一核” 是上
海虹桥商务区， 面积为 151 平
方公里， 主要承担国际化中央
商务区、 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
和综合交通枢纽等功能。 “两
带” 是以虹桥商务区为起点延
伸的北向拓展带和南向拓展

带。 北向拓展带包括虹桥—长
宁—嘉 定—昆 山—太 仓—相
城—苏州工业园区， 重点打造
中央商务协作区、 国际贸易协

同发展区、 综合交通枢纽功能
拓展区 ； 南向拓展带包括虹
桥—闵 行—松 江 —金 山—平
湖—南湖—海盐—海宁， 重点
打造具有文化特色和旅游功能

的国际商务区、 数字贸易创新
发展区、 江海河空铁联运新平
台。

打造“虹桥国际会客厅”
虹桥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

陈伟利介绍说， 目前虹桥商务
区已经汇聚 380 家总部企业 ，
41 个特色园区 ， 商务效应显
现。

从面积上来看， 虹桥商务
区体量达到 250 万平方米 ，相
当于再建了一个陆家嘴。 作为
国家级绿色生态城区， 虹桥商
务区还有 280 万平方米的地下
城，约等于 19.5 个人民广场。

他表示，今后，虹桥商务区

还要进一步提升产业能级。 “预
计还要有 3000 家核心企业入
驻，才能形成核心效应。 ”另一
方面，要扩大进博会效应，打造
开放共享的平台。 “目前国家会
展中心每年有 60 个大展 ，今
后，我们要依托展会，建设一批
常年展示交易的平台。 ”

此外，陈伟利表示，虹桥商
务区要进一步增强辐射功能 ，
做好互联互通；释放改革红利，
促进要素高效流动； 进一步推
动产城融合。他介绍，“十四五”
期间， 会强化推进虹桥机场更
好联通浦东机场， 全线贯通崧
泽大道等， 打造联通国际国内
的综合交通门户。

陈伟利说， 要拓展虹桥国
际开放枢纽联通国际的领域和

渠道， 建设长三角区域城市展
示中心， 在虹桥商务区共同打
造长三角各城市 “虹桥国际会

客厅”。推进虹桥国际机场在苏
州、嘉兴等地建设虚拟航站楼，
“一站式”提前办理出关、乘机
手续，提高交通出港便利度。建
设高标准的国际化中央商务区

依托虹桥商务区推动高端商

务 、 会展 、 交通功能深度融
合 ，深化 “放管服 ”改革 ，加
快打造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

营商环境 ， 加快发展现代化
服务业， 持续深化长三角协同
开放， 引领长三角更好参与国
际合作与竞争。

创设虹桥国际商务人才港
根据规划， 还将创设虹桥

国际商务人才港， 大力吸引专
业性、 国际化、 创新型人才。

在虹桥商务区开展国际人

才管理改革试点， 为境外高层
次专业服务人才来华执业及学

术交流合作提供签证 、 居留 、

永久居留便利， 支持经认定的
外籍高层次人才凭其持有的外

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创办科技

型企业， 并与中国公民享受同
等待遇。 试点设立招收面向全
国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吸引
全球一流高校举办高水平中外

合作办学教育项目， 打造浙江
大学国际联合学院 （海宁 ） 、
昆山杜克大学等国际合作教育

样板。
据悉， 未来虹桥商务区将

构筑总部经济集聚升级新高

地。 支持符合条件的跨国公司
开 展 跨 境 资 金 集 中 运 营 管

理 ， 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全球或
区域资金管理中心， 大力吸引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集聚发展 。
设立长三角企业商标受理窗

口 ， 推动企业办理事项跨区
域 “一网通办”。 在企业入驻
服务、 人才落户等方面加大政
策引导力度， 支持中央企业设
立功能性总部、 研发类平台和
创新联合体 。 同时支持对外
资投资性公司放宽准入限制，
给予金融、 人才、 通关等方面
便利。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邵未来）“第一加油站距您
3.2 公里 ， 现在开始导
航。 ” 车主张先生熟练地
拿出手机使用“一键加油”
的导航来到了第一加油

站 ， 从进站到加油再到
付款离开，全程不超 5 分
钟， 连车门都没有打开。
张先生使用的“一键加油”
是中国石化推出的一款

App，顾客只需注册“一键
加油” 并进行车牌和油
品信息维护 ， 即可实现
“即加即走”。

随着移动支付的迅速

崛起， 为更好地满足加油
客户的消费需求， 解决客
户带卡、排队充值、到站圈
存等痛点， 上海石油大力
推广 “一键加油” 业务。
“一键加油”具有精准定位
一键导航、 随充随用无需
圈存、 线上下单到站加油
和电子发票绿色环保，实
现了下单到开票环节全部

在线操作。 目前，“一键加
油” 已经和第三方支付深
度合作， 从原先必须下载
安装独立手机 App 升级
为通过微信或支付宝小程

序即可快速进入 “一键加
油”，完成下单—加油—开
票操作。

“一键加油”一经推出
就迅速受到客户一致好

评， 纷纷表示很高兴看到
中国石化与时俱进的变

化， 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常
态化防控时期，“无接触不
下车” 的电子钱包让人进
站加油更加放心。

截至目前， 本市已有
549 座中石化加油站成功
上线“一键加油”，“一键加
油”开户数逾 140 万名，同
时推出充值加油立减优惠

并发放易捷便利店消费券

和全自动洗车券， 深受车
主的欢迎， 并迅速吸引了
现金加油客户转为 “一键
加油”用户。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陆
燕婷） 2 月 24 日， 上海召开
2021 年上海商务情况通报
会。 2020 年， 上海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1.59 万亿元， 增
长 0.5%， 高于全国 4.4 个百
分点， 规模稳居全国城市首
位； 对外贸易稳中向好。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

告， 去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规模下降 42%， 但上海吸引
外资却实现了 6.2%的逆势增
长。 目前， 上海跨国地区总
部、 外资研发中心分别累计
达到 771 家和 481 家 ， 聚集
海外人才达到 20 万左右， 成
为中国内地跨国公司地区总

部最集中的城市 。 在全球疫
情蔓延的情况下 ， 第三届进
博会成交金额实现了 2.1%的
增长。 这说明全球投资者持
续看好中国、 看好上海。

未来的上海将更加开放、
创新、 包容 ， 吸引全球的人
才、 资本与品牌在这里集聚、
成长， 全力为各类企业发展
提供持久可靠的支持和保障。
24 日， 市商务委党组书记顾

军表示， 2020 年， 面对突如
其来的新冠疫情和前所未有

的严峻形势 ， 在包括各国驻
沪机构、 跨国公司在内全市
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下 ， 上
海商务经济各项指标回稳向

好 、 好于预期 、 好于全国 。
消费市场稳中提速。

据披露， 2020 年， 上海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9 万
亿元， 增长 0.5%， 高于全国
4.4 个百分点， 规模稳居全国
城市首位； 对外贸易稳中向
好。 进出口增长 2.3%，高于全
国 0.4 个百分点，其中进口增
长 3.8%、 出口持平， 占全国
和全球市场份额进一步提高；
利用外资稳中有进 。 实到外
资在去年高基数基础上继续

增长 6.2%， 达到 202.3 亿美
元， 规模创历史新高 。 新认
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51 家 ，
外资研发中心 20 家； 对外投
资稳中趋优 。 实际对外直接
投资额 135 亿美元 ， 增长
49%， 规模位列全国第二。

2020 年也是 “十三五 ”
的收官之年 ， 上海基本建成

了在全球贸易投资网络中具

有枢纽作用的国际贸易中心。
口岸贸易总额占全球 3.2%以
上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电子商务交易额 、 服务贸易
额均位列全国城市首位 。 累
计培育了 10 家千亿级市场平
台 ， 展馆面积 、 展览面积 、
百强商展数量均居全球会展

城市之首。
2021 年， 上海将着力建

设更有活力的消费市场：紧紧
围绕建设 “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目标任务 ，制定实施新一
轮打响“上海购物”品牌三年
行动计划；着力优化更具韧性
的贸易结构：继续落实贸易高
质量发展实施意见 ， 进一步
“拓市场、优结构、提能级”；着
力营造更加开放便利的投资

环境： 全面贯彻落实外商投
资条例， 进一步 “稳存量、扩
增量 、优环境 ”；着力打造更
具国际影响力的进博会平

台 ：继续围绕 “越办越好 ”的
总要求 ，全力确保第四届进
博会圆满成功 ， 持续放大溢
出带动效应。

去年上海社零总额1.59万亿元
高于全国4.4个百分点 规模居全国城市首位

沪549座中石化加油站上线“一键加油”

“无接触不下车”即可加油

2月 24 日，国家发改委印发了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根据方
案，到 2035 年，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全面建成，成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的重要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