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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浦东浦浦东东开开发发开开放放 周周年年3!00迎迎风风而而立立

    1990年 9月，外高桥保税区正式启动；

作为中国第一个保税区，它标志着代表中国
开放度的重要“窗口”打开。如今，外高桥不

但成为上海自贸区“梦开始的地方”，还向更
高目标展翅高飞。

昨天，上海自贸区离岸转手买卖产业服
务中心在外高桥启动。在外高桥森兰国际大

厦里，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宏

谈起亲历浦东开发开放的岁月，其中迈过的
“沟沟坎坎”记忆犹新，鞭策着人们继续逢山

开路、攻坚克难。

从芦苇荡到国际社区
从森兰国际大厦的落地玻璃望去，窗外

的绿地、人工湖、错落有致的住宅及办公楼、

国际化学校错落有致，一派国际化社区的蓬
勃气息。

“1990年，中央宣布浦东开发开放的战
略决策时，当年的外高桥还是一片芦苇荡。

到了上世纪 90年代中期，随着浦东开发开

放快速推进，外高桥保税区的发展迎来了第
一个春天。201!年，搭上上海自贸区的东风，

在这块改革的‘试验田’里，展开了诸多首创
性的制度创新，形成了许多可复制可推广的

创新成果，实现了从保税区向自贸区的‘升
级换代’，并迎来更灿烂的未来。”刘宏表示。

在这块近 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如今 1

年税收达到近 650亿元人民币；不但对浦东，

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熬过很多次寒冬
谈及目前仍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

情，他认为，“浦东开发开放一路走来，遭遇

过很多次寒冬，这次的疫情并不是最严重
的。依靠浦东从开发开放之初就有的那股子

‘气’和‘劲’，我们有信心和能力再次闯关。”
刘宏回忆，2008年，一场席卷全球的金

融危机，对浦东的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当
时的经济结构和现在不同，浦东跨国公司

“两头在外”的情况比较多，即资本主体、技

术，甚至原材料都是外来的，销售市场也在
国外，只有劳动力和生产地是国内的。在产

业的“微笑曲线”中，中国是最低端的。这一
年，浦东新区集装箱吞吐量出现负增长，外

高桥的一些企业搬迁关闭、停产减员。

依靠政府和企业同舟共济，为企业减免
租金、贴息等办法，多数企业终于熬过寒冬。

但危机过后，人们也在思考今后的发展路
径，如何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改变“起吊机

经济”模式（通过固定资产拉动经济增长），
让“微笑曲线”的两端落地浦东？

改变“微笑曲线”站位
风物长宜放眼量。作为外高桥集团的

“掌舵人”，目光不能仅仅局限于外高桥保税

区的近 10平方公里，更要努力为落实国家

战略、推动浦东高质量发展，谋划长远之路。

为了改变“微笑曲线”的中国站位，外高
桥开始推行亚太营运商计划，走有保税区特

色的产业创新、平台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如
今的外高桥已经占据了“微笑曲线”的两端，

让研发和销售的两端留在了保税区，为未来
发展保持后劲、开拓空间。

采访中，刘宏告诉记者一个小插曲：早

在 1996年，美国英特尔公司在中国建立的
首家制造企业———英特尔科技（中国）有限

公司，在外高桥保税区动工。全球金融危机
发生后，2009 年，美国总部出于降低成本

等考虑，决定将保税区工厂关闭，迁到成都。
面对已经“铁板钉钉”打算搬迁的企业，外高

桥集团股份还是不离不弃，全力配合做好搬
迁服务。企业要从保税区迁到外地，大量的

工厂设备搬迁等手续繁琐，外高桥以客户需
求为导向，仍为其提供大量的贴心服务。最

终，英特尔将工厂搬走了，却把贸易公司留
了下来，成为外高桥企业中的进出口贸易

“大户”。
这种“店小二”精神、服务理念贯穿着浦

东发展的全过程。上海自贸区刚刚成立时，
开办、扩大公司的需求井喷，外高桥办公楼

资源骤然紧缺。为了把寸土寸金的办公楼让
给企业，当时的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将自己“动迁”到一座简陋的厂房内，在
“蜗居”里再次创业。

“浦东改革开放再出发，要始终保持二
次创业的激情，拿出打造百年老店的恒心

和韧劲，7 年再造一个新浦东的梦想并不
遥远。” 首席记者 宋宁华

再造一个新浦东梦想并不遥远
外高桥集团董事长刘宏讲述浦东开发开放的故事

    国家卫健委今日通报，4月 1!日 0-24时，

!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89例，其中 86例为境外输

入病例，!例为本土病例（广东 !例）；无新增死
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 !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

（上海 2例，内蒙古 1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905例（含重症病例
!7例），现有疑似病例 72例。累计确诊病例 1464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559例，无死亡病例。
!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54例，其中境外输
入无症状感染者 5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 67例

（境外输入 66例）；当日解除医学观察 46例（境

外输入 9 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
1005例（境外输入 2!7例）。 据新华社

疫 情 通 报

    新华社北京 4月 1!日电 记者 1!日从

教育部获悉，为减少人员聚集和流动给疫情
防控带来的风险，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要

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暂停恢复学校体育单
项赛事、综合性运动会等大型体育活动和聚

集性活动，切实保障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

通知提出，各地各校要针对疫情防控要
求，统筹调整年度体育教育教学、运动训练

与学生锻炼活动计划，合理制定教学组织实
施方案。

同时，充分利用网络平台，深入推进学

校体育教学改革，聚焦“教会、勤练、常赛”目

标，注重“教健康知识、传运动技能、练身体
素质、育品德意志”，不断丰富学校体育教

学、训练、竞赛等组织形式，减少人员聚集，
帮助学生通过体育锻炼“享受乐趣、增强体

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1!日电 近日，一些

旅游景区在恢复开放期间出现大量游客聚
集拥挤现象，增加了疫情传播风险，为严格

规范解禁后旅游景区管理，确保旅游景区安
全有序开放，经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同意，文化和
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4月 1!日联合印

发《关于做好旅游景区疫情防控和安全有序
开放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要坚持防控为先，实行限

量开放。疫情防控期间，旅游景区只开放室
外区域，室内场所暂不开放，接待游客量不

得超过核定最大承载量的 !0%，收费景区在
实施临时性优惠政策前要做好评估，防止客

流量超限。
《通知》要求，要强化流量管理，严防人

员聚集。旅游景区要建立完善预约制度，推
行分时段游览预约，引导游客间隔入园、错峰

旅游，严格限制现场领票、购票游客数量，做

好游客信息登记工作。要求各地严格落实旅
游车辆防控安全，加强智慧旅游建设，做到旅

游景区流量管理关口前置，严控客流。要细化
管理措施，规范游览秩序。旅游景区要优化游

览线路，在旅游景区出入口、重要参观点等容
易形成人员聚集的区域配备必要的人员设

备，严格落实体温筛检等防控措施，加强景

区疏导和安全隐患排查，规范景区管理。

    新华社北京今日电 记者今日从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获悉，我国两款新
冠病毒灭活疫苗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一二期合并的临床试验许可，相关临床试验
同步启动。这是首批获得临床研究批件的新

冠病毒灭活疫苗。
这两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分别由国药

集团中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北京科

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联合有关科研机
构开发而成。

疫苗对疫情防控至关重要。疫情发生以

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专门设
立疫苗研发专班，按照灭活疫苗、重组蛋白

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
活疫苗、核酸疫苗 5条技术路线共布局 12

项研发任务，目前均在稳步推进。
此前，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腺病

毒载体疫苗已获批开展临床试验。

此次获批进入临床试验的灭活疫苗，是
一种杀死病原微生物但仍保持其免疫原性的

疫苗，具有生产工艺成熟、质量标准可控、保护

范围广等优点，可用于大规模接种，并且有国
际通行标准来判断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我国的灭活疫苗有较好研究基础，甲肝
灭活疫苗、流感灭活（裂解）疫苗、手足口病

灭活疫苗、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等均已广泛
应用。

据了解，上述获得临床试验许可的企业

具备大规模灭活疫苗生产能力，根据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已为紧急使用做好准备。

    本报讯（记者 左妍）4月 1!日 0-24时，上

海无新增境外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
治愈出院 12例（其中 1例曾为重症患者，经多

学科专家团队积极救治后治愈）。

4月 1!日 0-24时，上海无新增本地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

截至 4月 1!日 24时，上海累计报告境外
输入性确诊病例 279例，治愈出院 1!0例，在院

治疗 149例（其中 1例危重）。现有待排查的疑
似病例 !7例。

截至 4月 1!日 24时，上海累计报告本地
确诊病例 !!9例，治愈出院 !28例，死亡 7例，

在院治疗 4例（其中 1例重症，1例危重）。现有
待排查的疑似病例 0例。

截至 4月 1!日 24时，尚在医学观察中的

无症状感染者 0例。

我国两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进入临床试验

景区接待量不得超 !0%

昨新增确诊病例 89例
其中境外输入 86例

上海昨无新增确诊病例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 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宏 首席记者 陈炅玮 摄

文旅部卫健委

学校暂停大型体育活动教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