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党的诞生地、伟大梦想的启航地，上海在党

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与祖国同行，与时代同步，实现

了城市面貌翻天覆地的变化和综合实力大幅度提

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迈入新时代的上

海，正日益展现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魅

力和风采。

如今的上海，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

口，也是国家发展成就的生动缩影。

从经济结构来看，上海产业结构加快升级，以现

代服务业为主体、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先进制造

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初步形成。上海新动能正

在加快形成，包括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在

内的新经济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超过 31%。市

场主体活力增强，2018年上海全市平均每个工作日

新设企业1318家，其中超过96%是民营企业，活跃度

达到 80%。可以说，上海已经初步形成公有制经济

和非公有制经济“两翼齐飞”，国资、民资、外资“三足

鼎立”，央企、地方国企、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四轮驱

动”的经济发展格局。

从城市服务功能来看，上海城市核心竞争力全

面提升。在金融中心建设方面，股票、期货、外汇、黄

金等金融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交易规模位居世

界前列，“上海金”“上海油”等上海价格影响全球，上

海成为全球金融要素市场最完备的城市之一。在贸

易中心建设方面，2018年上海口岸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额达到 1.2 万亿美元，占全国的 27.9%、全球的

3.4%，居世界城市首位。在航运中心建设方面，上海

港国际标准集装箱吞吐量超过4000万标准箱，连续

9年位居世界第一，货邮吞吐量连续 11年位居世界

第三，航空旅客吞吐量超过 1 亿人次，居世界第四

位。在科创中心建设方面，2018年上海研发经费支

出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4%，大飞机、量子卫星、蛟

龙号深潜器等重大创新成果持续问世，蓝天梦、中国

芯、创新药、智能造、未来车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展

示了上海科技和产业创新的新实力。

从开放格局来看，上海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格

局基本形成。“引进来”成效不断显现，改革开放以

来，上海累计实到外资 2404 亿美元。如今，全市拥

有外资企业5万多家，其中跨国公司总部700家，是

我国内地外资总部型机构最多的城市。同时，“走出

去”态势持续向好，上海企业对外投资的“走出去”网

络已经遍及全球 178 个国家和地区，与“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货物贸易额占全市比重达到1/5。长三角

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全面提速，一批区域重大建设

项目、重大专项行动、民生服务工程、重大合作计划

加快推进。

不可否认，当前上海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也同

样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上海上上下下一致认为，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坚持对标国际最高标准、

最好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奋力

书写新时代上海发展新传奇，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

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

如今的上海更注重在更好服务全国改革发展大

局中实现自身的发展。实践充分证明，服务全国就是

发展上海，服务全国的作用越强，上海发展就越好，上

海越发展，就越能服务好全国。上海正按照“一体化”

“一盘棋”要求，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加强分工合作，与

苏浙皖共同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正在把

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打造成为更具国际市场影响

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正在把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打造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新

标杆、一体化体制机制的试验区、引领长三角更高质

量一体化的新引擎，正在努力形成新片区和示范区带

动上海一东一西“两翼齐飞”的发展格局，更好发挥对

内、对外开放“两个扇面”的枢纽作用。

如今的上海更注重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更注重

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就是加快建设上海国际经

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五个中心”，

全面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

“上海文化”四大品牌，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

竞争力。针对新技术、新形势带来的挑战，上海正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正在大力培育集成电路、人工

智能、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着力提高经济密度和

投入产出效率，着力增强创新策源能力和配置全球

资源能力。同时，上海更强调硬实力与软实力协调

推进，更强调在增强经济、科技等硬实力之际，加

快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

境、充满魅力的人文环境。

如今的上海更注重让广大市民分享经济发展的

红利，让工作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更加幸福，正在

着力打造更富魅力、更有温度、更加美丽的宜居城

市。上海2035规划描绘了人文之城的美好愿景，建

筑是可阅读的，街区是适合漫步的，公园是最宜休憩

的，市民是尊法诚信文明的，城市始终是有温度的。

上海正在全面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一大批具有国

际一流水准的重大文化体育设施正在建设，市民家

门口的 15 分钟文化体育生活圈正在形成。上海还

正以更大力度保护城市历史风貌，注重保留融汇中

西传统民居特点的里弄住宅，让生活工作在这里的

居民可以传承历史文脉，留住城市记忆。此外，上海

还正在着力推动绿色发展，大力增加绿色生态空

间，加快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美丽上海。

放眼未来，开放、创新、包容已经成为上

海最鲜明的品格，更是新时代中国发展进

步的生动写照。上海上上下下形成共

识，在新一轮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

中，以实际行动更好地诠释上海

的城市品格，用不凡业绩为这

座城市增添新的光彩，不断书

写新的传奇和辉煌篇章。

在长三角这片热土上，有一张全国最密的铁路
网，以全国8%的铁路营业里程，承担了全国20%的
旅客发送量。铁路承载着经济“输血”重任，一同与
区域一体化进程起舞，一起与经济发展壮大。

1949 年底，我国人均铁路线只有“半支香
烟”的长度。那时，上海铁路局营业里程仅有
1400余公里。1968年9月30日，南京长江大桥
建成通车，结束列车轮渡过江长达 1.5小时的历
史，列车通江只需2分钟。

近10年来，长三角高铁建设“加速度”，开通
合宁、合武、京沪、沪宁、沪杭等高铁 18 条，里程
达4171公里，形成全国最为密集完善的高铁网。

今天，长三角地区铁路四通八达，营业里程突
破1万公里达10560公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7
倍多。目前，区域内基本建成布局合理、覆盖广泛、
高效便捷、功能完善的“1小时至3小时”高铁交通
圈，同城效应显现。高铁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方式，强力助推了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铁路巨变，靠的是“高精尖”设备。负
责宁安高铁养护维修的芜湖工务段养路工牛军
说，高铁釆用国产重型无缝长钢轨，使用综合巡
检车、大型养路机械、检测车、钢轨探伤车等先进
装备，保障了列车安全平稳行驶，刺耳的“哐当，
哐当”撞击声音没有了。

如今，长三角动车组成为旅客运输的主力
军，动车组配备由 2012 年末的 294 标准组增至
目前的 715 标准组，约占全路动车组总数的
21%，其中“复兴号”增至 169 组，位居全国铁路
局集团公司首位。

今年 7 月 27 日，沪宁城际铁路实行电子客
票试点，这是铁路客运服务的重大创新举措，旅
客乘车凭证迈向无纸化、电子化时代。

70 年来，铁路票从硬板票、软纸票、磁介票
到刷身份证乘车，从人工售票、网络售票发展到
电子客票，显现出铁路发展的巨大变化。

“在春运售票高峰期，上海站连续多年租借
上海普陀、虹口区体育馆开设春运售票‘大卖
场’，旅客彻夜排队购票，铁路职工与旅客同样疲
惫不堪。”回想那时的情景，上铁国旅公司票务分
公司总经理黄建琴有道不完的辛酸。

进入 21 世纪，铁路售票进入“互联网+”时
代，智能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缓解了旅客购
票难问题。近 10 年来，微信、支付宝支付、APP
自主选座、接续换乘、在线候补票等功能相继推
出，购票“长蛇阵”消失了。网络购票逐渐成为主
渠道，80%以上的旅客选择移动客户端、互联网
购票。上铁 12306 客服中心从单一渠道人工咨
询向“网络+热线”智能融合服务转型。

推出规模达5亿元的无人机产业专项资金，出台
促进无人机产业发展 18 条专项政策……记者日前从
上海金山区获悉，该区从金融扶持、人才引进、产业
生态等方面全力推动无人机产业快速发展，力争在3
年内形成百亿元产业规模，打造世界级“天空之城”。

2018 年 8 月份，由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批准，上
海金山区政府牵头实施的华东无人机基地在上海金山
成立并启用。依托华东无人机基地，金山已初步构建
形成“1基地+7中心”的无人机产业生态圈。其中，“7
中心”分别是飞行服务中心、检验检测中心、教育培训
中心、孵化加速中心、展示交易中心、产学研应用示范
中心、研发制造中心7个功能型平台。

围绕华东无人机基地这棵“梧桐树”，越来越多行
业“金凤凰”被吸引而来。今年6月23日，一架满载货
物的无人机从金山起飞，飞跃杭州湾，于 52 分钟后顺
利抵达浙江舟山嵊泗，这是国内运输行业使用大型固

定翼无人机实现海上运邮的首例。原有的物流线路是
由货车运送到小洋山客运码头，再通过车客渡上岛，船
运时间还需要2小时到3小时，运输总时长一般长达4
小时至6小时。

完成此次试飞的是上海优伟斯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研发的 U650 无人机。“在金山，我们有了大展身手的
舞台。”优伟斯董事长、总经理刘建冬表示：“这样的试
飞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为产品进一步研发升级提供
了宝贵经验。”记者从华东无人机基地获悉，基地除了
已经成功申请金山至嵊泗的无人机航线，还正在积极
申请金山至舟山的航线。

截至目前，基地共引进锋飞智能、普若博智能、
拉扎斯科技 （饿了么）、东庭自动化等各类制造研发
型、平台应用型无人机企业共16家，总投资约15亿
元。去年 8 月份基地运行以来，共接待飞行企业 55
家，共计飞行 11242 架次，飞行时长 2541 小时，

3626 人次参与培训飞行、测试飞行、研发飞行及各
项赛事飞行。

吸引优质产业项目集聚，只是金山发展无人机产
业的“小目标”，更大的“图景”则是构筑无人机产业“全
生命周期”的功能型服务平台，令华东无人机基地真正
成为无人机产业创新“策源地”。事实上，金山已与众
多研究机构、科研院所开展合作。

“无人机产业是蓬勃兴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抢
抓无人机产业起飞升空的黄金窗口期，金山有着得天
独厚的空地资源优势、基础厚实的制造业产业优势、背
靠上海市区的人才科创优势和地处长三角地理中心的
区位优势。”上海金山区区长胡卫国对记者说：“金山将
依托华东无人机基地，进一步引进无人机领域研发、制
造、检测、服务、管理等全产业链项目，培育产学研管一
体化产业生态圈，目标是建成全国乃至全球具有影响
力的无人机产业创新示范区。”

今年上半年，上海普陀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实现营收
117.9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5.11%。下半年，普陀区还将进一
步聚焦智能软件、研发服务两大重点产业发展，夯实企业服务各
项工作，力争2019年全年实现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业收入同
比增长10%至15%。上海普陀区科委负责人表示，AI产业逆势
增长、创新活力巨大。

从上海全市来看，“去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来，上海一直
在加大这个领域里的战略布局。”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张英表
示，上海正在推动政策创新突破，启动建设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
新应用先导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在全国形
成引领示范效应；汇集各类优势企业落地发展，如阿里、腾讯、微
软、亚马逊等一批龙头企业与上海签署合作项目，依图、深兰、优
刻得等本土企业加快成长；强化技术创新布局，启动建设研究中
心等一批基础研发平台；打造高水平应用示范，发布全国首个人
工智能应用场景建设实施计划。当前，上海已初步成为全国人
工智能发展的领先地区之一。

时不我待，为了将 AI尽快变成现实生产力，普陀区大力推
进两大平台和一个示范区建设。

“机器人平台和工控平台这两大功能型平台建设，通过市场
化、实体化运作，围绕技术、产业、服务等板块做深做实。”普陀区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机器人国评中心已完成部分试验室设
备进场安装调试工作，准备竣工验收，并将组织召开“创业在上
海”机器人中小企业项目推介，以投资+孵化形式吸引相关企业来
普陀落户。在工控平台方面，轨道交通、汽车电子CNAS实验室
和智能网联车车载控制器安全测试实验室建设进展顺利，自主研
制的国内首款自动化测试工具SmartTesting已进入2.0版。下
半年，普陀将完善机器人可靠性标准草案，形成征求意见稿；完成
机器人国评中心实验室整体调试并正式开展运营。

普陀区今年成功申报上海 5G 示范区，明确全区 5G 网络
554处物理基站和775处逻辑基站的建设任务，截至6月底已完
成 301处逻辑基站建设。目前，正在对接运营商与重点产业平
台，初步形成涉及11个领域共18项应用的区级5G应用创新示
范项目清单。

为了助推普陀区人工智能领域产业发展，上海天地软件
园、普陀区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波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
行设立了天地波克人工智能创新基金，总投资金额为 1亿元。
该基金重点关注并致力于投资人工智能、5G应用、企业云服
务、智慧办公等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核心环节，旨在发现并助推
有潜力、成长性好的项目加速发展，助力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和
产业化进程。

上海上海：：““软硬兼施软硬兼施””全面提升城市能级全面提升城市能级
吴 凯 李治国

“高精尖”设备促长三角铁路巨变
本报记者 李治国

金山蓄力无人机产业“天空之城”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普 陀 打 造 AI 产 业 高 地
本报记者 李治国

图图①① 黄浦江畔上海地标建筑群黄浦江畔上海地标建筑群——浦东浦东

陆家嘴陆家嘴。。 孙中钦孙中钦摄摄
图图②② 洋山深水港区一期至三期工程洋山深水港区一期至三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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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山华上海金山华

东无人机基地东无人机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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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动车组列车飞驰在杭黄高铁线上。 陆应果摄

中欧班列正在装运货物。 陆应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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