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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村庄“散、小、乱”等突出问题

上海 3 年推进 5 万户农民集中居住
上海正式出台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
住的新规，到 2022 年，约 5 万户农民实现
相对集中居住。
5 月 10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对外
发布《关于切实改善本市农民生活居住条
件和乡村风貌，进一步推进农民相对集中
居住的若干意见》，并于 5 月 5 日起实施。
根据《意见》，到 2020 年 3 年时间内将有 5
万户农民实现集中居住，推进重点为，高
速公路、高铁、高压线沿线，生态敏感区，
环境综合整治区，以及规划农村居民点范
围外的分散居住户。
上海市政府发布的《意见》政策解读
显示，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工作是改善
上海农民生活居住条件和农村面貌，解决
村庄散、小、乱等突出问题的重要举措。
集中居住两种方式：进城镇和农村平移
对于农民相对集中居住的方式，
《意
见》指出，实施进城镇集中居住和农村平
移集中居住。
其中，进城镇集中居住的支持政策显
示，各涉农区要优先保障农民集中安置用
地，将安置地块优先布局在城镇化地区、
大型居住社区和周边现状为建设用地的
地块，安置地块要满足基本公共服务、交
通和生活便利等条件，同时考虑安置区域
的适度规模以降低配套成本。
增加土地指标管理弹性，延长增减挂
钩周期至 5 年，安置地块土地出让起始价
按同类用地基准地价的 70%确定；给予市
级土地出让金返补和市级财政资金补贴，
项目实施方案获得批复后，即拨付 80%；
允许各区结合本区实际，合理制定农民进
城镇集中居住安置房的房型标准；农民安

崇明首批农民集中居住建房——竖新镇农民集中居住项目一期工程（低层区）的 66
套房屋，
目前完成结构封顶。
置房纳入区属征收安置房建设计划，享受
和征收安置房一样的税费减免政策等。
对农村平移集中居住的支持政策包
括：优先安排平移集中点用地，明晰宅基
地跨村平移集中归并路径；给予基础设施
配套补贴和减量化节地补贴；加强对农村
平移集中居住点建房风貌的管控等。
同时，多渠道降低农民集中居住项目
的成本，水电气等配套工程按照动迁安
置房配套工程收费标准执行；整合条线
政策，优先安排和整合市区两级涉农建
设资金，统筹实施“四好农村路”、河道
整治、生活污水、村庄改造等基础设施
建设和环境整治项目。对于农村平移集

中居住而言，各涉农区、乡镇 （街道）
政府要在各自总体规划中，优先考虑农
村平移集中居住点的布局和用地。对布
局规划确定的平移集中居住点，若涉及
占用耕地的，由各区占补平衡；郊野单
元 （村庄） 规划明确的村庄用地范围调
整 （宅基地归并平移等），允许通过永久
基本农田布局优化予以落地。
同时，支持各涉农区、乡镇（街道）探
索多种宅基地跨村平移集中归并方式。
资金支持方面，基础设施配套补贴。
市、区财政对规划确定的平移集中居住点
基础设施配套项目进行补贴，资金由市、
区共同承担。

鼓励采用货币补偿，引导农民自愿退
出宅基地购买自住商品房
《意见》也明确规范安置面积和建房
标准，同时鼓励各涉农区采用货币补偿方
式，引导农民自愿退出宅基地，退出后可
以购买 1 套自住商品房。
根据《意见》，进城镇集中居住的实物
安置面积按照 4 人及 4 人以下户不超过
180 平方米，人口超过 4 人的，可按照每人
20 平方米标准增加建筑面积。允许各涉农
区结合实际，确定安置房套型面积，但实
物安置面积最多不得超过规定上限 20 平
方米。
对于农村平移集中的建房标准则遵
循节约集约用地原则。
其中，
宅基地面积按
照 5 人及 5 人以下户不超过 140 平方米、6
人及 6 人以上户不超过 160 平方米执行；
房
屋建筑占地面积按照 5 人及 5 人以下户不
超过 90 平方米、6 人及 6 人以上户不超过
100 平方米执行。
农村村民建房檐口高度不
得超过 10 米，屋脊高度不得超过 13 米，层
数不得超过3层，
并取消农业辅房。
《意见》也给出其他多元化安置方式
的探索。
《意见》显示，对进城镇集中居住，
在确保自住需求的基础上，可结合产业用
房、股权安置、养老安置以及货币补偿等
多元化方式，保障农村村民宅基地财产权
益。鼓励各涉农区通过加强公共服务，减
少农户实物安置面积量。
同时鼓励各涉农区采用货币补偿方
式，引导农民自愿退出宅基地，退出后可
以购买 1 套自住商品房。对合法合规取得
宅基地并自愿有偿退出的农户，各涉农区
可参照农民进城镇集中居住的补贴标准，
给予货币化补偿。

全力建设“老牌新品首发地”

上海
“中华老字号”
数量居全国首位
上海老字号集聚着曾经最辉煌的制
造、购物、服务和文化品牌，重振老字号是
当前全力打响上海“四大品牌”的重要抓
手。目前，上海现有老字号品牌 222 家，其
中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 180
家，居全国首位。
65 家中华老字号创立百年
31%老字号年销售额超亿元
据统计，上海现有老字号品牌 222 家，
其中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 180
家，上海本市认定的“上海老字号”42 家。
从行业分布看，零售服务行业占 28%，食
品加工行业占 15%，纺织服装及日用品行
业占 14%，餐饮服务业占 13%，文化艺术
服务行业占 12%。
上海的中华老字号中，已有 65 家创立
超过 100 年，如吴良材创立于 1719 年，王
宝和创立于 1744 年。包括豫园灯会、老凤
祥金银细金制作技艺等 15 项被评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凤旗袍手工制作技

艺等 38 项被评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16 家企业获得“上海品牌”首批认
证。
从经营情况来看，年销售额亿元以上
的企业占 31%，千万元以上的占 38%。阿
里研究院发布的 2018 老字号品牌发展指
数榜单中，上海 21 个品牌位列前 100，恒
源祥、美加净和回力位列前十，成为老字
号品牌创新发展的典型范例。
老牌新品受追捧
15 款优选伴手礼成“网红”
2017 年 10 月，上海八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促进本市老字号改革创新发展的实
施意见》，聚焦老字号发展难点、痛点，创
新、改革、保护多管齐下。目前，光明、蜂花
等老字号推出了 15 款“上海优选伴手礼”，
跨界合作，为各方来客提供代表上海品
质、凝聚时代匠心、呈现海派风情的特色
礼物。
上海正在成为全球新品首发地，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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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搭建发布平台，举办“老牌新品”发布
秀，回力、古今等一批老字号在沪举办新
品发布，老凤祥钟表、凤凰 X 太平鸟联名
服饰跨界新品等亮相“中国红”老字号文
化节新品秀。2018 年，上海市老字号企业
共推出逾 2000 款新品，美加净-大白兔唇
膏、回力“回天之力”运动鞋、光明流心八
宝饭等成为新一代网红。
老字号街区成时尚打卡点
销售额增长 80%
静安区打造的陕西北路老字号专业
街，以“百年记忆，经典传承”为主题，聚集
17 个老字号品牌，将传统销售模式转型为
老字号品牌定制体验中心、文化展示中
心、新品发布中心、技艺见习中心、营销体
验中心。去年 9 月开街以来，销售额同比增
长 80%，客流增加 30%。
黄浦区升级改造的豫园老字号特色
商业街区，汇聚全国知名老字号品牌，全
新打造地标性老字号旗舰店集聚商圈。此

外，杏花楼、大壶春等老字号组团入驻七
宝万科、美罗城、世纪汇等商业中心，老上
海主题街区正成为时尚
“打卡点”
。
老字号+互联网过半
老字号对接电商平台
上海积极推动老字号嫁接全媒体资
源，例如策划组织老字号-东方购物专场
活动。目前已有 38 家老字号和东方购物开
展合作，
累计销售额近 8 亿元。
京东、天猫也打造了“中华老字号上
海旗舰店”，推动杏花楼、玉棠等首批近 30
个品牌组团入驻京东商城，在全国范围率
先设立地方旗舰店。
老字号品牌还顺应新零售趋势，与盒
马、小米有品、饿了么等新零售平台合作，
积极探索线上+线下、购物+体验融合发
展。目前已有超过 50%老字号成功对接拼
多多、京东、天猫、东方购物、小米等平台，
其中以回力、古今为代表的 6 家企业年均
网络销售收入超过亿元。

在沪外省市人员
享受“全国通办”便利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一部署，今年 4 月 1
日起办护照等出入境证件实行“全国通办”。据
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上月通报显示，新
政实施一个月内有近 9 万名外省市人员在沪享
受到了“全国通办”的便利，其中“全国通办”护
照 37602 本，往来港澳台通行证 41870 本，赴港
澳台团队旅游签注 8295 证次，占同期上海市内
地居民出入境证件签发总量的 24.5%。
另据统计，实施“全国通办”后沪全市出入
境证件签发量同比增长近 27.4%。
上海作为流动人口输入型大城市，上海公
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研判，实施“全国通办”第一
年外省市人员在沪申办出入境证件量将达 100
万证次。
沪警方表示，从“全国通办”新政实施情况
来看，基本符合预判情形，上海公安出入境各项
保障应对措施也成功经受住了考验，基本保证
了办证高峰时段申请人办证等候时间最长不超
过 1 小时、网上预约办证人员最长等候时间不超
过半小时。

上海将新增两条
中运量公交线
日前，上海市交通委主任谢峰透露，上海的
中运量公交线路还将继续增加，其中，虹桥路肇嘉浜路中运量通道和北横通道是目前相对比
较成熟的两条通道。
虹桥路-肇嘉浜路通道西起虹桥路延安西
路，沿肇嘉浜路、徐家汇路、陆家浜路至南浦大
桥，长约 11 公里。其建成后，可进一步强化对徐
家汇副中心以及沿线商办、居住等各类设施的
公共交通服务，并与轨道交通 9 号线共同构成功
能互补的复合公交通道。
去年，谢峰在参加“2018 民生访谈”时透露，
上海正规划新建北横通道中运量公交线。谢峰
在今年的访谈中透露，北横通道上的公交专用
道将结合北横工程同步实施，目前立项报告已
经市发改委批复。
北横通道中运量的布设，将满足市民从城
东到城西公交出行需求，进一步完善和提升上
海一体化公共交通体系。

上海海关大钟
即将进行维修
位于外滩的上海海关大钟自从 1927 年落户
申城，至今已经 92 岁高龄，这座大钟和伦敦大本
钟是“姊妹钟”，是地地道道的英国货。为了让它
能继续为上海准确报时，今年 3 月海关邀请来自
英国的原厂工程师对大钟进行了检修，并拆走
了两个关键零件，带回英国研究维修方案。日前
上海海关透露，目前英国方面已经给出回音，大
钟经过维修后有望继续准确鸣响、报时。

徐汇滨江将建
西岸图书馆
龙华西路 1 号的绍兴饭店，很多老上海人大
概都有印象，这座原龙华机场航站楼改造的饭
店是一段时间内龙华地区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今后，这里将崛起最美图书馆”，徐汇区文化局
副局长蒋艳日前告诉记者。
据悉，西岸图书馆已经立项，总建筑面积约
9747 平方米，其中约 7747 平方米利用保留下来
的原龙华机场航站楼进行改造。作为西岸文化
走廊重要组成部分，西岸图书馆将有效加强徐
汇南部图书馆设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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