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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用最宝贵的“大衣料”
打造“全球城市卓越水岸”
上海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期间，
徐汇区委书记鲍炳章代表在接受访
谈时说，此次党代会提出，中心城区
要全面提升品质和能级，集聚发展
高端现代服务业，积极推进城市有
机更新，增强综合服务功能。上海徐
汇要用中心城区最为宝贵的“大衣
料”
，打造“全球城市的卓越水岸”
。
鲍炳章说，徐汇滨江是上海中
心城区最为宝贵的“大衣料”
，要围
绕上海市委、市政府明确的中央活
动区的功能定位，对照世界城市规
划管理标准，深入挖掘徐汇滨江各
地段特色，推动地区综合开发与建
设，
打造
“全球城市的卓越水岸”
。进
一步深化开发机制、
合作机制和管理
机制，坚持“规划引领、文化先导、生
态优先、
科创主导”
，
以高品质规划凸
显城区价值，
以文化建设形成
“西岸
品牌”
，以环境整治打造精品公共空
间，
以科技创新注入地区发展动力。
据了解，今年最主要的任务是

确保年底滨江贯通，完善顶层设计，
形成“建管并举”的管理体制和运行
机制，深化细化滨江发展和建设规
划，成立区域内城管执法、社会治安
和市场监管三支执法队伍，启动滨
江地区企业服务中心建设，提前将
管理责任落地。滨江贯通重在“拔
点”。8
.
4公里道路建设和公共空间
年底基本贯通，徐汇的建设任务是
全市比较重的，市委要求“不降标
准、不搞变通、不打折扣”。
载体建设
和招商引资也将同步推进，围绕
2
0
18年“梦中心”项目试运行的目
标，全面加速西岸传媒港的开发。
文化是徐汇的优势。鲍炳章说，
要把优势发挥出来，必须要超常规
发展。首先要对标国际，要有与伦
敦、巴黎、纽约、东京等国际文化大
都市“同台竞技”的魄力，
以国际化、
前瞻性的视野，研究制定徐汇文化
发展规划。
同时也要抓紧抓实，以一流文

徐汇区政府与仪电集团
加强战略合作
任务，提升创新氛围和活力；鼓励新
!"# $%& '()5月 5日
兴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支持仪电集
下午，徐汇区人民政府、仪电集团
团整体发展；组织形式多样的品牌
201
7年度区企合作领导小组会议
活动，丰富企业员工的园区生活合
召开，双方就如何继续发挥各自优
作框架，
启动、推进实施
“创鑫天地”
势，
加强战略合作进行座谈。
项目，建设智慧园区示范区；
“宜州
仪电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
路创新街”
建设，
形成集聚创新孵化
强，
集团党委副书记、
总裁蔡小庆，
副
总裁毛辰、陈靖和区委书记鲍炳章， 平台等一批重点项目，进行科技功
能、产业功能和城市服务功能的深
区长方世忠，区委常委、
副区长王宏
度融合，共建徐汇智慧城市。
伟、
徐建，副区长陈石燕等领导出席
方世忠认为，服务、服从于国
会议并讲话。会议由方世忠主持。
家、上海战略，瞄准世界智慧产业，
会上，
华鑫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总经理曹宇就仪电在漕河泾东区产
2
017年徐汇和仪电集团双方的合作，
业招商及科创建设扶持、
城市功能更
定位更清、
合作更深”
。
新、
园区配套完善等战略合作落地情 “站位更高、
“仪电集团应为区域建设和发展
况进行了通报。区发改委主任施方通
多做贡献”，王强表示，
“ 希望在‘智
报了 2017年区企合作重点工作。
慧城市’
建设中，
能与徐汇有更多的
据介绍，
今年，双方将围绕以城
合作，有更多的作为。”
市更新推动园区提升，加快重点载
体建设；落实科创中心承载区建设
$*+, ! -)

化城区的标准，统筹布局好文化设
施、文化产业，引入更多如蓬皮杜、
苏富比这样的国际著名文化机构和
企业、文化领军人物，举办“西岸艺
术季”等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活动，
拓宽视野，眼光要从区属扩展到区
域，全面梳理用活市级文艺院团、
文
化场馆等各类资源，共同为上海国
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做贡献。
根据上海徐汇滨江的建设方

案，沿江公共空间将围绕活力示
范、文化核心、自然体验、生态休闲
等四大主题，自北向南构成高品质
滨水开放共享区段。活力示范区
（岸线长度 3.
3公里），已于世博前
建成开放，获评 2
01
5年中国人居
环境范例奖。
去年 ９ 月贯通的日晖港人行
桥实现了徐汇、
黄浦两区岸线断点的
连通。文化核心区（岸线长度 1
.
1公

里），将油罐、水泥厂等保留建筑改
造成文化场馆，创造在历史和自然
中感受文化魅力的活动空间。自然
体验区（岸线长度 2.
5公里），突出
自然生态环境，呈现都市自然意趣。
生态休闲区 （岸线长度 1.
5公里），
利用这里场地条件开阔的优势，结
合工业遗存保留、岸线改造提升，
打造生态、运动、休闲为一体的活
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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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历史风貌区
为魅力上海持续保持“温度”
“建筑是可以阅读的，街区是适
合漫步的，公园是最宜休憩的……
城市始终是有温度的”这段源自于
党代会报告的有
“腔调”描述在刷爆
市民朋友圈的同时，也在市第十一
次党代会的现场，频频被代表们提
及与引用……
高大的法国梧桐树间，夕阳穿
梭而过，徐汇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不
仅是各路网红店的所在，也是时尚一
族流连忘返之地。衡复历史文化风貌
区总面积 7
.
66平方公里，
其中徐汇区
域4
.
3平方公里，有 950幢优秀历史建
筑，
17
7
4幢保留历史建筑，
2
25
9幢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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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建筑，
拥有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
正在参会的徐汇区区长方世忠
代表告诉记者，对建设一个怎么样
的上海，怎样来建设这样一个上海，
市委的报告作了精彩的总结与回
答，同时也对未来进行了战略性的
布局。从徐汇来说，
如何站在一个新
的城市发展背景下保护好这片历史
风貌区，是一个重大课题。他认为，
成片历史风貌的保护，很大程度上
体现了人对精神世界的一种归属
感，
本身就具有价值。
历史风貌建筑的背后彰显的是
城市文化与文脉，而这正是一个城

市的竞争力体现。
“对历史风貌区的
一砖一瓦都要珍惜，能不拆就不拆，
在借鉴国际上一些历史街区的城市
更新经验后，总体思路就是‘微设
计、
微干预、微更新’。”
方世忠说，甚至对历史风貌区
内林荫道的修剪，也要艺术性地把
握，
而不是盲目修剪。这些年来，徐
汇衡复风貌区逐渐从“点”上的建筑
修缮保护到“线”上的道路整治再到
成片“街区”的保护与活化……今
年，
徐汇将启动复兴中路、建国西路
等十多条风貌道路的整治与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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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召开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 Q8R)5月 5日上
午，区委召开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邀请复旦大学生态学科带头人、生
命科学学院陈家宽教授作了关于生
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解读与实践探索
的专题辅导报告。区委书记鲍炳章
主持会议。
报告结束后，鲍炳章指出，一要
充分认识生态文明建设对区域发展
的重要意义。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
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
产力”的重要论述，
清醒看到我区在
绿化、水和大气环境等方面还有明
显短板，距离一流中心城区应有的
环境品质标准和广大群众的要求还
有不小差距，增强紧迫感和责任

感。二是要对标一流中心城区的目
标，推进“美丽徐汇”建设。要在生
态环境改善的过程中，体现城区管
理的精细化水平，发挥好引领现代
化超大城市管理的标杆作用，成为
体现上海国际大都市城区管理现
代化水平的亮丽名片。三是要抓住
当前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窗口
期。要把市委推进生态环境建设的
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完成
好“五违四必”环境综合整治、中小
黑臭河道治理等既定目标任务，科
学规划拆违地块的后续利用，有序
增加绿化覆盖率，持续开展扬尘污
染整治，确保城区环境品质显著提
升，进一步提升市民群众的获得感
和舒适度。

发扬南丁格尔精神，
彰显白衣天使风采。5月 11日，徐汇区中心医院在院广场上隆重举行 5
·12国际护士
节授帽仪式暨形象展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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