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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与华东政法大学合作共建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法治研究中心暨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

携手打造法治建设松江样板
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程向民陆卫东郭为禄讲话 李谦叶青代表双方签约 肖文高主持
思想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服务长三角一体
化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全面抓实长三角 G60 科创
走廊国家战略平台建设的重要举措。华政作为全国
重点政法院校，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尤其是区
域依法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学术引领作用。松江作
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策源地，在法治支撑下，实现
了发展历史方位和战略空间的开创性突破，在高质
量推进“科创、人文、生态”现代化新松江建设中，依
法治区能力持续提升。双方的合作有着深厚的地缘
基础和扎实的工作基础。希望双方在下一步的合作

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为高质量推进长
三角 G60 科创走廊国家战略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聚
焦松江新城发力，携手打造“双城融合”核心功能区；
强化制度供给，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一流营商环
境。期待双方不忘初心，不负新时代，从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创新策源地携手再出发，共同创造出新的
辉煌业绩，
向建党一百周年献礼。
陆卫东表示，此次签约是落实习近平法治思
想、以法治力量推动“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的积
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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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韩海峰） 昨天下午，
区政府与华东
政法大学合作共建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法治研究中
心暨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 G60 科
创大厦举行。国家推进 G60 科创走廊建设专责小组
副组长、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执行主席、区
委书记程向民，
市司法局党委书记、
局长陆卫东，
华东
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郭为禄出席会议并分别讲话，
区委
副书记、区长李谦和华东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叶青代表地校双方签约，
区委副书记肖文高主持。
程向民表示，这次签约是双方贯彻习近平法治

1 个月内引进8 家科技型企业
其中有3 家清华校友企业

启迪漕河泾科技园
迎来招商开门红

内版导读

松江繁育獐将回归自然

来沪返沪信息登记“码上办”
永丰街道为居民量身定制信息登记二维码
本报讯（见习记者 金晨旭） 春节假期刚过，永
丰街道仓吉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便马不停蹄地忙碌起
来。为积极落实节后疫情防控措施，做好来沪返沪
人员登记工作，除了利用传统的宣传手段，仓吉社区
工作人员还自行设计了信息登记二维码，方便来沪
返沪居民迅速登记信息，
提高疫情防控工作效率。
“家庭成员每个人都要填报，老人或小孩可由
他人帮助填报。”日前，一张张带有二维码的《来沪
返沪人员报到通知》在仓吉社区内随处可见。只需
动动手指，填写姓名、身份证、手机号、出发地、来沪
交通方式、是否做过核酸检测、在本辖区的住址、到
达日期等信息并提交后，就能便捷高效地完成来沪

返沪报到。
据了解，这一“定制版”二维码是由仓吉居委
会工作人员庄亚明设计制作的。
“ 因为仓吉社区占
地面积较大，返沪人员来一趟居委会登记很不方
便 ，所 以 想 利 用 二 维 码 让 他 们 在 家 门 口 就 能 登
记。”作为一名有着 10 年工作经验的社区工作者，
庄亚明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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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启动
“幸福家园”
社区治理提升计划
本报讯（记者 陆延玥）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
直接关系着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近日，松江区
“幸福家园”社区治理提升计划启动。按计划，我区将利用
三年时间擦亮社区治理工作品牌，让基层社区成为群众生
活的美好家园和超大城市治理的稳固底盘。
据悉，
“ 幸福家园”社区治理提升计划涵盖社区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社区协商议事能力提升、社区服务能力提升、
参与式社区规划制度建设、社区社会工作室能力提升、社区
社会组织赋能、社区工作者成长、社区志愿团队融合、社区
治理智库参与等九个方面，对推动我区社区治理再上新台
阶、助力打造高品质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老旧小区停车难、
“上班族”小区吃早饭难、农村地区养
老难……不同的社区有着不同的治理需求，只有“对症下
药”才能补齐短板，解决“痛点”。计划要求，到 2022 年，5G
网络、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将全面融入社区
生活，同时继续依托“社区云”信息化平台掌握人、户、房等
基本信息，传统社区治理将向“互联网+”社区治理拓展，社
区智慧停车、社区智慧早餐工程、社区智慧养老等应用场景
拓展将破解社区治理难点，使社区服务更便捷、更可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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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第二版

连日来，
上海辰山植物园的大渔樱、
钟花樱、
椿寒樱等早樱品种纷纷绽放，
提前一周进入了盛花期，
园内
1.5千米长的樱花大道宛若一朵朵粉色云团漂浮在空中。图为游客在踏青赏花。
记者 姜辉辉 摄

▲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1 号先锋”宣讲队成立

▲

▲

本报讯（记者 符静） 启迪漕河泾科技园迎来招
商开门红：1 个月内引进 8 家科技型企业，其中包括 3
家清华校友企业。
3家清华校友企业分别是：
优清特医学设备（上海）
有限公司、
上海曙湛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之若国
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据介绍，
优清特是由清华大
学两位校友联合中科院和武汉大学的几位博士、
硕士
共同创办的，
主要研发生产国际领先的第三代碲锌镉
半导体核医学影像诊断设备，
该设备可以检测米粒大
小的肿瘤，
能替代进口产品，
填补了国内空白。曙湛人
工智能公司联合清华大学、
MIT、
哈佛、
斯坦佛等名校
为 3～16 岁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国内和美国 K12 教育阶
段相融合的 STEAM 教育。之若旗下品牌“巴莉哲
Barij”以伊朗特色香草植物为基础，专注于伊朗植物
纯露、
植物精油、
藏红花和相关植物护肤品的进口、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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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生产和销售。

本报讯（记者 韩海峰） 上
海市党史学习教育电视电话动
员会于 2 月 22 日下午在市委办
公厅举行，市政府办公厅及各
区设分会场，传达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通报全市去
年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
育情况，并部署今年党史学习
教育有关工作，动员全市各级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一百周年。区委书记程向民在
主会场参加会议并作交流发言，
区委副书记、区长李谦，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唐海东、区政协主席
刘其龙、区委副书记肖文高出席
松江分会场会议。
程向民在作交流发言时表
示，松江区委扎实开展“四史”学
习教育，不断提升“两个大局”下
的 政 治 判 断 力 、领 悟 力 、执 行
力。聚焦重点学，着力学深悟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在浦东开发
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和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等，做到常
学常新、融会贯通；创新方式学，
开展长三角 G60 产业集群党委、
高校院所联组学、调研学、联动
学，创新社区村居“板凳课堂”，
打造情景党课、教育基地、特色
路线，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
血脉；联系实际学，秉持新发展
理念，在学习中汲取智慧和力
量，按照市委“一高地、三生态”
要求，坚持“科创、人文、生态”卓
越价值追求，以党建引领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建设，不断创造新
奇迹、展现新气象。
程向民表示，要“比学赶超”
抓落实，以松江新城建设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的向往。在学习党史中重温党的初心、厚植人
民情怀，激发“比学赶超”的精神状态。以世界眼光“比”，坚
持高标准规划，按照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定位，以 9 站 23
线松江枢纽核心功能区打造长三角重要枢纽门户和上海城
市客厅；向先进地区“学”，推动高赋能发力，学习新片区、示
范区和兄弟区好的经验做法，加快形成更多“从 0 到 1”的科
创突破，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创新探索新城建设体制机
制；对标人民期望“赶”，创造高品质生活，践行“人民城市人
民建”理念，只争朝夕提升交通、教育、卫生等功能配套；聚
焦核心指标“超”，实现高质量发展，确保“十四五”核心和先
导性指标持续走在前列，全力建设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三
先”走廊，
至 2025 年基本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创走廊。
程向民表示，要深学党史开新局，始终保持新时代不懈
奋斗精神。事业靠人，人靠精神，精神靠理想信念。做到政
治过硬，旗帜鲜明讲政治，胸怀大局、服务全局、开辟新局，
弘扬大无畏奋斗精神，做好较长时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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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李谦唐海东刘其龙肖文高出席松江分会场会议

▲

本报讯（记者 陈燕） 松江新城建设再发力，优
质教育资源再加码。新年伊始，松江教育资源建设
开足马力，位于新桥镇的明兴学校工程项目日前启
动建设。记者从区教育局了解到，眼下，我区 18 个
新建学校项目正加紧建设。
据了解，明兴学校项目东至明兴路，南至潘家
浜，西至明亮路，北至陈春公路。项目占地 64 亩，建
筑面积 2.4 万平方米，总投资 1.85 亿元，规划办学规
模为 45 个班的九年一贯制学校，计划于明年 6 月底
竣工，今年 9 月将借址招生。

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向往。
除明兴学校外，我区还有 17 个新建学校项目也
在加紧建设中。在位于中山街道的上海外国语大学
附属外国语学校松江云间中学、上海外国语大学附
属外国语学校松江云间小学项目施工现场，云间学
校筹备组正与建设单位相关人员积极沟通有关事
项。据介绍，项目目前已处于桩基工程收尾阶段，计
划至 3 月初全部完成，随后将进入基础施工阶段。
该项目是迄今为止松江基础教育资源建设中，投资
总量最大、设计标准最高、设施配套最全的项目，于
去年 12 月 3 日动工。此前，区教育局抽调精干力量
成立了云间学校筹备组，召开云间学校招生及师资
配备研讨会等。开工后，筹备组成员直接进入工地
办公，与项目建设单位加强协调配合，全力推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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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上海市党史学习教育电视电话动员会举行，
程向民作交流发言时表示

18 个新建学校项目正加紧建设

学好﹃四史﹄ 比学赶超 做新时代的不懈奋斗者

松江新城建设再发力 优质教育资源再加码

新桥镇近年来人口增速快，入学需求大。明
兴学校是新桥镇第三所九年一贯制学校，项目建
成后不仅有利于优化和促进新桥镇教育资源供
给，缓解区域教育资源紧缺的矛盾，为区域教育改
革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且有利于吸引、留住更
多优秀人才，更好地服务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的
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明兴学校是松江首个移交属地
建设的学校项目，由新桥镇政府实施代建，开创了学
校建设的新模式。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种
建设模式有利于条块更加紧密协同，可以充分发挥
属地政府在资源协调、统筹等方面的优势，实现条块
优势互补，提升工程建设效率。明兴学校建设中将
大力引入优质教育资源，高起点、高质量、高标准办
学，将学校办成一所群众家门口的好学校，努力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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