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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12 月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 增减金额 比去年同期增减（±%）

工业园区销售产值 157083.4 1577361.4 1448501.0 128860.4 8.9%

工业公司总缴税收 6574.5 88088.5 110845.3 22756.8 20.5%

工业公司区级税收 2201.1 27175.2 31944.0 4768.8 14.9%

工业园区总缴税收 6437.4 86129.5 107919.6 21790.1 20.2%

工业园区区级税收 2171.4 26472.6 31027.9 4555.3 14.7%

2019年1~12月工业经济数据
2019年12月（如下表所示），工业园区完成销售产值157083.4万元，本年累计1577361.4万元，同比增加1448501.0万元，增幅8.9%。

◆ 工业公司：工业公司本月总缴税收6574.5万元，本年累计88088.5万元，同比减少
22756.8万元，降幅20.5%；本月完成区级税收2201.1万元，本年累计27175.2万元，同
比减少4768.8万元，降幅14.9%。

◆ 工业园区：工业园区本月总缴税收6437.4万元，本年累计86129.5万元，同比减少
21790.1万元，降幅20.2%；本月完成区级税收2171.4万元，本年累计26472.6万元，同
比减少4555.3万元，降幅14.7%。

增长UP 下降down

新春贺词

会议表彰了2019年度经济
工作优秀企业、集体和个人，授
予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
司“年度明星奖”；小卫（上海）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最具潜力
奖”；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
司等9家企业“突出贡献奖”；
龙现代艺术馆等8家企业/单位
“创新魅力奖”；赛赫智能设备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等11家企
业“最佳成长奖”；中铁上海工
程局集团等12家企业“特殊贡

献奖”；智慧湾科创园等6家园区
“卓越园区”；陈剑等13位同志
为“营商好伙伴”；宝山税务局
第十二税务所等9家单位为“营
商工作先进集体”；沈利等16位
同志为“营商工作先进个人”。

汪泓向获得表彰的企业、
单位和个人表示祝贺，并代表区
委、区政府向关心支持宝山和顾
村建设 发展的同志们、企业家
们表示感谢。她指出，2019年顾
村经济工作亮点较多，转型升级

为贯彻落实宝山“国际邮轮之城、智能智造之城”双城战
略，全力打造“上海机器人小镇”，提升产业发展能级，提高经济
发展质量。1月 16 日上午，顾村镇召开经济工作会议暨优化营
商环境大会。区委书记汪泓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陈杰、
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出席会议。

的速度在不断加快，提出了以上
海机器人产业园为核心，打造中
国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集聚
发展标杆区的计划，引入了伏能
士、途炫机器人、快仓等机器人
及智能制造优质企业，智能制造
业加快集聚发展，园区的规划、
产调、提标升级都在加速推进。
这次来到中铁总部，明显感受到
了机器人产业园形态与面貌的
改变，金茂行政公寓开业，中央
厨房和配餐中心紧锣密鼓加快
建设，凸显了做好企业“保姆、
管家、贴心人”的真诚；开通园区
班车，连起了员工“心路”的最
后一公里，这些都是顾村全心全
意为企业服务、扎扎实实优化营
商环境的体现。汪泓强调，2020
年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

对形势的判断和工作的要求上
来，要转变思维，迎难而上，继
续把优化营商环境放在经济工
作的首要位置；要突出重点，攻
坚克难，继续把优化营商环境与
转型升级紧密结合起来；要担当
作为，形成合力，继续把协同联
动作为推进工作的重要保障。

顾村镇党委书记赵平汇报
了2020年经济工作，他说，顾村
作为宝山“双城战略”的重要承
载区，作为机器人产业园所在
地，今年将继续深入贯彻区委、
区政府决策部署，凝聚合力、强
化落实、合力攻坚。一是围绕提
能级，加快打造“智能智造”顾
村新品牌；二是围绕塑品质，加
快形成服务业发展新动能；三是
围绕促发展，加快构筑优化营商

环境新优势，以打攻坚战、持久
战的必胜信念，以更大的力度、
更实的举措，合力推动实现经济
高质量发展。会议由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陈一岚主持。

 会上，顾村工业公司、顾村
经济发展公司、刘行经济发展公
司、新城经济发展公司分别签署
2020年目标责任书，立下军令
状，在2020年经济工作中持续
发力、再创新高。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顾村
工业公司、智慧湾科创园、保集
集团、伏能士智能设备、小卫科
技等企业代表作交流发言。

 区相关部门负责人，顾村
镇全体班子成员、机关各部门、
各村、公司及表彰企业（个人）代
表，重点企业代表等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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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鼠纳福  墨香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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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平说，“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
题，是全体党员干 部的终身课
题。这次的主题教育在群众“家
门口”开展，与群众离得最近，
群众看得最清楚、感受最真切、
反映最直接。回顾主题教育全过
程，顾村镇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区
委部署要求，在区委第五巡回指

导组的悉心指导下，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扎实推进主题教育各
项工作有序开展。其中，创新开
展的以“百名党员话初心”为主
题的心得体会分享活动，掀起了
全 镇党员干 部的学习热潮；一
批涉及顾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瓶
颈短板问题得到解决，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升。

为全面回顾总结顾村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中取得的实际成效和经验启示，对巩固和拓展主题教育成果
进行深化部署，1月15日上午，顾村镇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总结大会。镇党委书记赵平出席并讲话，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陈一岚主持会议，镇党委副书记王毓铭作主题教育总结，镇
班子领导出席会议。

为 进 一 步 拓 展 和 丰富“红
帆 港”党 建 工作品 牌内 涵，区
委组织部以党建为引领推进宝
山区“园区通”平台建设，同步
配套策划开展2020年度“不忘
初心·扬帆共赢”“红帆港”党
群系列活动，为区域内更多“两
新”组织提供更广泛、更全面、
更精准的综合服务和活动，不
断优化营商环境，营造良好园区
企业治理生态。

1 月 1 5 日 下 午，“ 不 忘 初
心·扬帆共赢”—宝山区“园
区通”平台推广运行暨2020年度
“红帆港”党群系列活动启动仪
式在牡丹江路商业街区宝乐汇
生活时尚中心举行。

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区委组
织部副部长、区社会工作党委书
记姜玮枫以及各街镇（园区）和
相关委办局领导，各社会组织党
建工作枢纽站站长，“两新”组
织党组织负责人代表等200余
人参加活动。市委组织部组织二
处（党建工作协调处）处长戴涛

莅临现场指导。
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社会

工作党委书记姜玮枫在致辞中
介 绍了“园区 通”平台建 设 推
进情况和2020年度“红帆港”
党群系列活动。她提到，“园区
通”平台以“主动服务、信息直
达、有求必应”为目标将各类服
务功能从社区向企业延伸，将社
会治理主体从村居民向园区企
业职 工 拓展，努力打造成 为基
层治理“掌上宝”。以平台建设
为契机，宝山区2020年度“红
帆港”党群系列活动将围绕“不
忘初心·扬帆共赢”主题，开展
“开放共享、合作共联、品质共
创”3大系列9大板块40场线上
线下党 群 活 动，有效 提 升平台
活跃度，进一步加强跨领域、跨
行业、跨地域的交流，激发各类
经济主体活力，不断提升宝山区
“两新”组织党群工作水平。

作为平台试点运行的首批用
户，顾村镇政府、相关园区负责
人、企业负责人、企业员工代表

和“园区通”平台运营方以圆桌
论坛的形式分享了平台在试点运
行过程中的有效做法和取得的
成效，畅谈平台建设新愿景。

园区、商圈、楼宇代表共同
上台，点亮2020—认领2020
年度“红帆港”党群系列活动之
“品质共创”活动项目。

活 动 中，对“ 开 放 共 享 ”
系列的 首 场“园区 通”线 上活
动—“冬之语·新春寄语贺新
年”中的部分精彩留言进行集中
展示。该活动已于今年元旦全
面上线，各园区职 工在相关主
题贴中留下了自己对新年的期
待和祝福。

在“品质共创”系列的首场
活动—“文化自信”之“最美
故事 我传 承”主 题党 课 上，上
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
特 聘 研 究 员 王畅，以《百年开
埠看上海之路 世界舞台扬中国
之帆》为题，为大 家传 递 文化
自信、共创文化品质、共话使命
担当。

以实际行动书写好新时代下顾村发展的“奋进之笔”
顾村镇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 从“智慧湾”的脱颖而出 

            看“创新城区”指日可待

宝山区举办“园区通”平台推广运行
暨2020年度“红帆港”党群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2020年1月6日上午，有幸到宝山“智慧湾”科创园参观，得益匪浅，深为上海正处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园区而自豪。

 “科创+文创”
   园区与社区交融的“智慧湾”

“智慧 湾”位于宝山区蕰 川路 6
号，占地面积230亩，建筑面积10万平
方米。作为宝山区“一号创新带”核心
园区和实行个性化定制的新型活力园
区，开园以来先后获得市级文创园区、
上海科普公园 、上海市四星级体育旅
游休闲基地和首批50家“上海市民休
闲好去处”等诸多荣誉。

这里曾是上海第三毛纺织厂的仓
库等4家企业用地。由于经营不善，大
量厂房、仓库、集装箱堆场闲置，环境
恶劣。2016年9月，转型改造后的智慧
湾正式亮相。短短两年半的时间，智慧
湾已开发了三期，有企业338家，集聚
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员工5000多人。园
区入驻率超过80%，年产值约6亿元，
创税达6000万之多。目前，园区环境越
来越好，人气越来越旺，室内外前来参
观者很多，许多企业、投资商慕名而来
寻求深度合作。

宝山“智慧湾”的特色或其成功
秘诀究竟在哪？

一 是“科创 +文创 ”产业 特 色 鲜
明。智慧湾园区的主题特色十分清晰，
并把握精准。一开始，就直奔重点引入
含有创意产业中知识产权保护及文创
类品牌培育的中小企业。园区集聚了一
批文创行业中的领军人物，如京剧大家
史依弘，著名钢琴家宋思衡等。

另外，还注重将文化艺术与科技
研发予以融合，竭力打造艺术文化与科
技研发的集聚高地。园区集聚了当前
科技产业中的两大亮点：3D打印和人
工智能ARVR。中国最大的3D打印博
物馆亮相，世界最大规模3D打印混凝
土步行桥落成，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
的科技场景，吸引了许多青年前来体验
和参与竞赛。同时，还拥有上海四星级
体育旅游休闲基地和全开放的沪上首
座科普公园等。

二是注重园区与社区融合，提升
周边人文 生态环境。“智慧湾”科创
园是24小时全天候、全面开放的新型
产业园区。通过引进一大批具有知名

春联 作为中华民 族传 统
节日中展现中国悠久历史和
浓厚文化底蕴的一个重要载
体，满载着广大人民对新年的
殷切期盼和美好愿景。为了大
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营造喜庆、祥和的迎新春
氛围，1月14日，由保集e智谷
党群服务站联合顾村工业公
司党总支、顾村工业园区工会
联合会在机器人产业园保集
e智谷路演大厅内举行“金鼠
纳福 墨香迎新—党群携手
送春联”活动。

本次活 动邀请了顾村 镇
工会书法协会三位书法家，为
大 家现场书写春联。尽管天
气较为寒冷，却丝毫阻挡不了
企业职工前来领取春联的热
情，许多企业的业主、职工早
早就 来 到大 厅内等候，三位
书法家见到此 景，立马挥毫
泼 墨，不时还会与企 业职 工
交流书法 体会，现 场 还有企
业职工亲自上阵，书写下新的
一年美好祝愿。领到春联的
职工不仅对书法家们的笔墨

功夫啧啧称 赞，而且还纷 纷
用手机记录下书写春联的过
程，与亲朋好友共同分享喜迎
新春的快乐。活动现场被浓
浓墨香和欢声笑语烘托的格
外火热和喜庆。

活 动 中，镇 党 委 组 织 委
员、综合党委副书记张谊，镇
综 合 党 委 委员陈小芳，顾村
工业公司党总支书记王霖亲
临现 场，亲 切慰问了参加活
动的企 业一线 职 工，并向他
们送去了一幅幅红红火火的
春联。张谊委员表示，送春联
的活动不仅传承了中华民族
的传 统 文化，而且在园区 企
业间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气氛，
同时也充分发挥了党群服务
站在党组织和群众间架起连
心桥 的作用，大 大 增进了党
组织和群众的情感交流，进
一步提升了党组织凝聚服务
群众的能力。

据 悉，本 次 活 动 共 吸引
了园区内30多家企业的业主
和职工参与，共送出“福”字
280余个，春联180余副。

品牌的商业娱乐设施及社区服务机构
等，就将园区与社区、街区有机地融合
在一起。

正因为有意识地将创业、生活与
休闲等密切融合，就会更注重园区及
周边人文生态环境的改造和提升。园
区内可见一个个形态各异的3D打印休
闲椅、花瓶、小饰品等。还有VR-AR
体验馆、智能微制造展示馆、未来空间
人工智能展示中心、麻省理工微观装
配实验室、机器人体验馆等场馆。

近 年来，“智 慧 湾”还积极 履 行
企业的社会责任，举办了一系列有影
响力的文创活动，如3D打印国际嘉年
华，2018年“创业在上海”创新创业大
赛，Robotex世界机器人大赛，上海市
民修身大会，体育资源配置上海峰会，
第六届上海市科普讲解大赛复赛、决
赛，上海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2019 
Robotex世界机器人大赛华东赛区选
拔赛，依弘剧场开幕仪式，星乙奖颁奖
典礼等，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近期
正在举办长三角国际设计创意大赛。

随着“智慧湾”的名气越来越大，
前往参观游览的人也越来越多。有活动
时，每天5000~6000多人次是常态，最
多可达8000多人次。

三 是 积 极 探 索 产业 园区 转 型 升
级，成效显著。宝山“智慧湾”改造和
运营，是由上海科房投资集团主体开发
的。目前，上海科房投资集团已在本市
直接投资运营有10多家产业园区，其
中有9家荣获“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园”、
“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示范空间”称号。

  地铁1号线呼兰路站的
“创新城区”呼之欲出

“智慧湾”科创园一面紧挨着南
北高架，距离1号线呼兰路地铁站不过
五六百米之遥；一面紧邻吴淞江，这是
上海为数不多可以通航百吨级货船的
河道之一。离“智慧湾”不远的地方，
便是上海机器人产业园。作为宝山区
的重大产业项目，上海发那科三期项
目于2019年开工兴建。“智慧湾”四
期，就将打造上海机器人产业园智慧
湾研发基地。在地铁畅通、周边创新资
源集聚的环境下，这里区位优势就凸
显出来。

“智慧湾”周边，已有十几个老仓
库改造成文创园、科创园，如上海智力
产业园、上海移动互联网产业基地等。
目前，还有一批可改造转型的闲置厂房
和仓库。

上海科房投资，正积极与其他企
业紧密合作，共同拓展吴淞江两岸的
智慧创新空间。如即将启动改造的交
运·智慧湾科创园项目，就位于宝山区
纪蕴路151号，占地约118亩（约78000
平方米），由上海交运置业有限公司与
上海科房投资有限公司合资组建上海
交运智慧湾管理有限公司运营，项目将
建成以人工智能、智能制造、IT、文创
及总部经济为主的新型开放式园区。

项目南临呼兰 路，比邻“越 界智
汇园”、博济上海智汇园、上海市交通
学校和上海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校；
东近通河路，西临共和新路，附近居民
小区呼玛五村和开伦智汇园，距地铁1
号线呼兰路站1号出口步行都在500米
以内。 

目前交运集团仓库承担的历史任
务已结束，将通过对其升级改造，一是
改善环境，适应现代化城市空间发展；
二是与智慧湾已开发区域联动，扩大文
创和科创的发展空间；三是形成与周边
已建成3个产业园融合发展的平台。

一旦该项目建成运营，整体吴淞
江两岸的“智慧湾”就会形成具有国际
科创背景的“智慧创新城区”，将吸引
一万多年轻人在此创就业。

各方面如何支持
“创新城区”尽快形成

“创 新 城 区 ”概 念 是 布 鲁 金 斯
学会Bruce Katz和Julie Wagner，
在其报告The Rise of Innovation 
Districts: A New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in America中提出的，其
认为“创新城区”是一种刺激城市增长
与发展的新路径，通过引入新的经济
活动和创新生态将衰败城区、旧工业
区、滨水码头等区域进行再次开发。

世 界 发 达 国 家 在 打 造“创 新 城
区”的过程中，注 重 吸引企 业，促 进
科技产业集聚；注重优化城市空间，
提高城市环境品质；同时更注重鼓励
社会创新，形成城市创新生态系统。

为了扶持和促进一号线呼兰路站
周边“创新城区”尽快形成，建议有关
部门：

一是统筹考虑、辩证规划，积极主
动提供指导服务，力求把宝山的这一大
片区域（约2平方公里）努力打造成具
有国际影响力、能争取国际青年创就
业人才集聚的、集生产与生活、生态与
生命一体的新型“智慧街区”。纳入上
海科创中心建设的范畴中。

二是抓住机遇、资源整合，充分挖
掘区域优势潜力，可与交通学校、出版
学校等职业教育培训资源紧密结合起
来。尤其是3D打印产业可与长三角中华
职教社联盟、浙江机电学院等，结为战
略联盟，将智慧湾打造成为职业培训教
育的创新体验基地。同时，为了迎接即
将在上海举办的2021年世界技能大赛，
可将3D打印纳入世界技能大赛新增项
目中，争取智慧湾科创园成为世界技能
大赛3D打印赛点，促成智慧湾与上海及
长三角的职业教育培训紧密结合。

三是研究制定支持重点区域转型
发展的政策，让宝山等区的产业转型
和城区更新走在全市前面，成为长三
角的标杆之一，并与国际联合国组织加
强交流，积极参加世界城市日活动，宝
山“智慧园”项目可纳入联合国人居署
《上海手册》优秀案例中，提高产业转
型与城市更新的国际影响力。

赵平强调，集中开展主
题教育即将告一段落，
但“守初心、担使命”永

远在路上。要以此次大会为新的
契机和新的起点，在理论学习、
党性修养上更进一步；在整改落
实、完善制度上更进一步；在自
我革新、示范引领上更进一步，
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更
加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更加聚
焦聚力的工作举措，持续把高标
准树起来，把严要求落下去，以

实际行动书写好新时代下顾村
发展的“奋进之笔”。

会 议 指出，各单位 务必 要
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深
入领会主题教育总结大会精神，
把主题教育的“后半篇文章”
做 好 做 细 做 扎实，确 保“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真正
成为顾村人民群众的“满意工
程”“民心工程”。

会上，顾村工业公司、朱家
弄村、保利叶都第一居民区、南

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四家单位
作经验性总结分享和交流。

参加当天会议的还有镇机
关、部门、条线负责人；机关各党
（总）支部书记；老龄、教育党总
支书记；参公、事业单位党组织
书记；镇属公司、站所党组织书
记；各村党组织书记；各居民区
党组织书记代表；“两新”组织
党组织书记代表；镇主题教育指
导组组长、副组长；镇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