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吴口天）9月9
日上午，奉贤区迎来第35个教师节
主题活动。活动为从教 30 年教师
颁证，并分别表彰了奉贤区园丁
奖、“千名贤师结对千名学生”帮扶
活动十佳教师、十佳青年教师、十
佳班主任、十佳教育管理服务工作
者、十佳师德建设先进集体。区委
副书记王霄汉出席。

王霄汉致辞，并代表区四套班
子及奉贤人民向全区广大教育工
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向受表彰的
先进集体和优秀教师表示热烈的
祝贺。他希望广大教师铭记“四
有”，点亮仁爱之光；希望广大教师
立德树人，点亮信仰之光；希望广
大教师锤炼自我，点亮时代之光。

在活动最后，值得期待的有区
教育局、区文化和旅游局、青村镇、

南桥镇出品并发起的公益原创话
剧《一诺千金》也正式首演（见上
图），该剧以“2019 年全国模范教
师”“2017 年上海市教书育人楷
模”、奉贤区青溪中学副校长包蓓
姹为原型，展现了一位“80后”青年

女教师从刚踏入社会，到迅速成长
为教职岗位上的骨干力量，培育一
批批优秀学生的感人故事。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汪黎明、
副区长袁园、区政协副主席吴梅出
席活动。

奉贤区举行第35届教师节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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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孙 燕）
9 月 7 日，奉贤区人民政府、
上海临港集团、上海交通大
学围绕共同打造智能网联新
能源汽车“未来空间”，在奉
贤临港南桥科技城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见下图）。这是临
港新片区总方案公布以来，
规划范围内的奉贤版块首个
推进新片区建设的实质性举
措。这也意味着，通过三方
建设，奉贤将发展成为上海

“世界级汽车产业中心”重要
一极。

市经信委主任吴金城、
副主任张建民，区委书记庄
木弟、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林
忠钦、上海临港集团总裁袁

国华出席签约仪式。
“未来已来，未来无限。

在未来中，奉贤要通过智能
网联 ，实现车联世界的梦
想。”在致辞中，庄木弟表示，
在上海建设“世界级汽车产
业中心”的机遇下，奉贤将举
全区之力，集聚土地、资金、
空间资源，为新片区发展腾
挪空间、创造空间，重点发展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配套产
业，同时承载一系列面向未
来的高价值产业，如 5G 通
讯、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打
造继“东方美谷”之后的又一
发展“新引擎”，使之成为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企业追梦
的热土、成长的舞台。

根据协议，三方立足上
海建设“世界级汽车产业中
心”发展目标，借鉴美国“斯
坦福-硅谷”科技与产业协同
创新模式，以搭建企业化运
作平台——上海智能网联技
术中心有限公司为抓手，充分
发挥“政府、企业、高校”多方
资源叠加优势，聚力打造基
础设施完善、创新要素集聚、
产业附加值高、技术转化能
力强、智慧生态宜居的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未来空间”。

据悉，奉贤已出台《奉贤
区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未来空间”三年行动计划
（2019—2021 年）》，明确了
“一轴四区”的产业布局。其

中，“一轴”的两端就是奉贤
临港南桥科技城和临港奉贤
园区。未来，奉贤将依托自
身的产业优势、临港的新片
区承载优势和上海交大的创
新技术优势，在奉贤临港南
桥科技城、临港奉贤园区两
个现有的园区内，从基础设
施、配套服务、产业集聚、产
城融合四个方面，合作建设
面向未来的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生态体系。三方也均拿出
了“任务书”和“建设表”，即
奉贤将建设高水平交通、通
讯、电力等配套基础设施。
同时，奉贤区还将结合城市、
园区、乡村等多元应用场景，
打造集试验、测试、示范、体
验等功能于一体的智能网
联、自动驾驶、新能源应用等
专业基础设施。临港集团则
依托两个现有园区载体，打
造并运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创新园区。同时，负责优质
产业项目、孵化器和创新研
发机构的导入和落地，逐步
实现功能更集聚、要素更集
中、产业链更健全的园区产
业生态。而上海交大则负责
提供创新策源和人才支持，
进一步推动科研平台、设
备、项目等资源在园区内的
集聚。 （下转2版）

□记者 孙 燕/文并摄

对标先进，才能看到差距；明确目
标，才能狠抓落实。

9月4日-6日，区委书记庄木弟率队
赴穗，开展为期三天的学习考察活动。
在这三天中，考察团围绕“产业”和“城
市”两大主题，走进奥园集团、侨鑫集团
等标杆企业，了解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地方政府如何优化营商环境的情况，为
实施“东方美谷+未来空间”双引擎战略
寻找合作伙伴；参观广州灯光工程、保利
广州城市更新项目，为奉贤新城建设寻
求良方妙药。
力邀企业共搭“自贸区新片区”快车

作为《福布斯》亚洲最佳上市公司50
强，早在今年5月，奥园集团便与奉贤区
政府签订了 3 份投资东方美谷的协议，
一单投资总额就高达125亿元。此次赴
穗，庄木弟拜访企业，意在感谢，更意在
为企业传递“自贸区新片区”这一国家战
略高地带来的重大利好，促进更广泛的
政企之间的合作。

庄木弟表示，当前，奉贤正抢抓“自
贸区新片区”契机，大力实施“万千百十”工程，打造“东方美
谷”和“未来空间”两个千亿级产业集成。希望政企双方加强
合作，与奉贤共成长、共发展，在投资、运行、开发中体现奥园
速度、奥园品质、奥园品牌，实现更高层次、更深度、更紧密的
发展。同时，推动奉贤“走出去”探索更多开放式的合作，助
力打造“无边界的奉贤”。

“不追求100强，追求100年”“要么不做，做就要做到最
好”。在侨鑫集团，企业的发展愿景、核心理念和价值观，均
让考察团眼前一亮。 （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吴口天）
9月6日上午，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袁晓林带队赴区财政局
调研，听取区财政局和区税

务局关于奉贤区本年度财税
运行情况和下阶段财税形势
研判的汇报。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马建根参加调研。

本报讯（记者 邵毓琪）
9月6日，区政协主席陈勇章
出席区政协就促进农民增收
专题协商会。要求促进农民

增收，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
红利。副区长王建东通报工
作情况并作回应。区领导吴
梅、邵惠娟、张开明出席。

本报讯 （记者 吴口天 傅潇
瑶） 政府、社会和市场三轮驱动是
上海成功举办一系列国际、国内大
赛 的 成 熟 做 法 ，奉 贤 区 在 承 办
MXGP中国站的过程中，借鉴了这
一成功经验，全区各部门主动对
接、服务，为赛事成功举办共同努
力。

和汇集团作为赛事引入方，对
承办赛事积极推进；政府部门则在
政策指导、部门协调、购买服务等
方面发挥作用，扶持企业走好市场
这条路。在奉贤海湾举行的世界
摩托车越野锦标赛（MXGP）中国站
进入最后 3 天的倒计时，记者从赛
事现场紧锣密鼓的收尾工作中了
解到，全区29个部门也分别为赛事
的成功举办积极献上了一份力，确
保即将开赛的MXGP中国站圆满、

完美、成功。
早在建设初期，去年9月，在海

湾旅游区的大力支持下，和汇集团
签约租下了面积336亩的地块。海
湾旅游区作为承办地，在做好赛场
建设协调服务的同时，还对环境配
套做了提升，确保赛事举办期间赛
场周边各类基础设施完好、城市环
境优美。公安奉贤分局、区建管
委（交通委）、区应急局、区规划资
源局等部门主动对接和服务，多次
到现场查看并排查安全隐患，指导
和汇集团严格按照规范推进场地
施工。 （下转2版）

世界级赛事“绽放”奉贤
MXGP13日举行，全区上下“总动员”

世界摩托车世界摩托车
越野锦标赛越野锦标赛20192019

奉贤、临港集团、交大强强联手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未来空间”

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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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晓林调研财税工作情况 陈勇章参加政协专题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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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考察期间在广州考察期间，，庄木弟一行走庄木弟一行走
进美博会进美博会，，为为““东方美谷东方美谷””鼓与呼鼓与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