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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印发3部党内法规

领改革风气之先
上海构筑全球科技创新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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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着时代节拍向着人民需求
上海文化地标加速生长

70年来，文化设施建设快马加鞭推进，为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打开新空间

《2019年上海市公共文化服务工作重

点任务表》 日前在网上刷屏。 其中， “加

快建设上海博物馆东馆、 上海图书馆东馆、

上海大歌剧院、 程十发美术馆、 上海少年

儿童图书馆新馆等市级重大公共文化设施

项目”， 赢得无数点赞。 人们憧憬： 这些殿

堂级的文化设施， 能尽早从朋友圈落地到

真实的生活圈。

事实上 ，生活在上海 ，人们对 “文化地

标”早习以为常，“去新地标打卡”业已成为

一种生活方式。在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教授

章友德看来，新中国成立70年间，上海持续

更新文化地标，既是踩准了时代节拍，也始

终在回应人民需求。“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上海的文化地标建设呈现出明显的加速

生长态势，为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打开新空间，为上海建设社会主义国际文化

大都市规划好了蓝图。”

为擦亮 “上海文化 ”品牌拓
宽城市空间

8月31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纪念馆正式开工， 并预约好2021年中

国共产党百年正青春时建成运营并对外开

放。 往前推十天， 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邀

来业界 “最挑剔的耳朵”， 检验全新剧场内

国际先进可变混响系统的视听效果； 同样

是这个夏天， 身处历史风貌区的上音歌剧

院初展身姿， 成为国内首个采用整体隔振

技术建造的全浮结构歌剧院。

毫无疑问， 这三处新地标都属殿堂级。

它们与市民熟悉的上海大剧院、 东方艺术

中心、中华艺术宫、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上

海电影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交响

乐团音乐厅、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上海市历

史博物馆、刘海粟美术馆新馆、世博会博物

馆、中国大戏院、油罐艺术中心等，共同织就

亮丽的文化设施天际线。

为何上海要持续建设殿堂级的文化设

施？专家分析，上世纪90年代，上海大剧院作

为全国第一家现代化剧场，其落成具有标志

性意义。但就当时而言，这些设施建设仍处

于填补空白、拾遗补缺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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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1900多个“心灵休憩站”

覆盖全市16个区

■ 上音歌剧院昨晚举行启用仪式暨开幕演
出，上海音乐学院原创歌剧《贺绿汀》为剧院启幕
亮灯。金秋10月，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将携莫扎
特歌剧《魔笛》《假扮园丁的姑娘》在此亮相

原创歌剧《贺绿汀》
为上音歌剧院启幕

产业链协同，重大项目跑出“临港速度”

临港新片区面向未来高起点打造“10+1”产业集群，快速形成规模效应和独特产业品牌

“从地图上看， 我们的厂房就在特斯

拉的旁边， 如果特斯拉需要使用氮化镓的

新材料 ， 欢迎来邻居家看看 。” 中国 （上

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首批重点

项目日前进行集中签约和开工， 23 个签约

项目之一———聚力成半导体 （上海） 有限

公司董事长刘箭显得格外兴奋， 对他来说，

临港是承载产业腾飞的梦想热土。

作为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 临港将

“建设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开放型产业体

系” 放在更加突出和重要位置。 这意味着，

更多企业将在 “家门口” 找到合作伙伴。

实力担当“上海制造”

实际上， 作为 “上海制造” 实力担当

的临港， 已经诞生了一批世界之最、 全国

第一的技术和产品， 其中包括 “全国首根

国产 12 英寸单晶硅棒”。 创造这个第一的

就是位于临港产业园区的上海新昇半导体

科技有限公司。 这家企业致力于研究开发

300 毫米 （12 英寸） 半导体硅片产业化成

套量产工艺， 目前已建成国产化硅片生产

基地 ， 产品广泛用于集成电路芯片制造

产业 ， 使我国基本形成完整的半导体产

业链。

去年8月在临港地区开工的集成电路重

大项目———积塔半导体特色工艺生产线项

目，也创造了“临港速度”。今年5月，积塔半

导体项目一期工程主厂房已实现结构封顶。

未来这里预计建设月产能6万片8英寸生产

线和5万片12英寸特色工艺生产线。 产品重

点面向工控、汽车、电力、能源等领域，将显

著提升我国功率器件、电源管理、传感器等

芯片的核心竞争力和规模化生产能力，成为

国内该领域的领导者。

产业链“小伙伴”纷至沓来

在集成电路重大项目落户同时， 产业

链上下游 “小伙伴” 们也不约而同地相中

了临港。

“落户临港是不二选择。” 谈及将上海

研发中心放在临港地区的原因， 忆芯科技

首席架构师孙唐说。

去年 12 月入驻临港科技城的忆芯科

技， 业务方向覆盖消费级和企业级 SSD 主

控芯片 ， 以及从端到云一站式存储方案 。

在孙唐看来， 临港至少有两大优势吸引忆

芯科技： 一是有市场———临港不仅集成电

路产业集聚， 还有人工智能、 智慧城市等

新兴产业和项目； 二是能留住人才———临

港优质教育资源不断升级， 对人才引进起

到巨大磁吸效应。

聚力成是一家专注于第三代化合物半

导体硅基氮化镓外延片、 碳化硅基氮化镓

外延片研发和生产企业。 以氮化镓为代表

的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是在近十年迅速发

展起来的新型半导体材料，在半导体照明、

5G通信、能源互联网、高速轨道交通 、新能

源汽车、 消费类电子等领域都有广阔的应

用前景。

“由于需要使用专门的制造设施， 半

导体制造中心的选址一般不太容易， 上海

的土地又 ‘非常金贵’， 但我们和临港新片

区一拍即合。” 刘箭告诉记者， 聚力成已经

在国内申请近 30 项技术和工艺专利， “临

港承载着我们未来的梦想， 此次计划总投

资 50 亿元， 我们希望在临港建设全国、 甚

至全球领先的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氮化镓

技术的研发中心、 制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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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9月 16日

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的根本政治制度。新形势下，我们要

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毫不动摇坚持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要与时俱进完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继续推进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 茛 下转第三版

■ 梅派青衣史依弘一人分饰两角， 于上周末
亮相国家大剧院

京剧《新龙门客栈》
精彩武戏“燃”京城

■本报记者 祝越 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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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迈向70周年。蓦然回首，

“中国式创新”，唱着“敢拼才会赢”，

一路走来。毛泽东带领我们，在工业

体系初建期间，搞出“两弹一星”；邓

小平带领我们，在“高技术领域占有

一席之地”；新时代，习近平带领我

们，“紧紧扭住创新这个牛鼻子”，势

头强劲、韧性十足。

“强劲而富有韧性” 的首先表

现，是“科创总量”和“排位”在全球

靠前。 近日媒体报道披露国家统计

局数据，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

从2000年的896亿元增长到2018年

的19657亿元，自2013年起成为仅次

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

国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今

年 7月 24日公布 ： 全球创新指数

（GII）中国排名上升到14位，在全球

中等收入国家连续7年创新质量居

首位。这显示，我国创新能力和创新

态势近几年保持强势， 已进入发达

经济体排位的区域。

新时代我国发展出现历史性变

革，若干场“改变面貌的战役”人们

至今啧啧称赞， 其中，“紧紧扭住创

新这个牛鼻子”，就是老百姓点赞的

重大战役。市场的本性就是竞争、优

胜劣汰， 新技术能提高经济结构的

有机构成，谁掌握了先进技术，谁的

生产就会有“超额利润”。

笔者观察， 创新成果的规模化

使用、应用，是中国国情的优势。创

新，最好是原始性技术创新，也包括

“引进” 的消化性创新，“集成性创

新 ”。同时 ，创新又包括 “应用性创

新”“设计创新”“业态创新”。马云的

支付宝的运用， 发明权在美国加利

福尼亚的“伊贝”，由于美国的银行

卡发达，且“快递哥”成本高，并未规

模性使用。 我国2018年城镇非私营

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年工资82461元。

以此数计算： 我国职工月工资约为

美国职工工资的三分之一。 即中国

的劳动力红利依然存在。 由此依托

了“亿万人”使用支付宝和网购，“快

递哥规模”“大妈大爷使用支付宝的

规模”如此宏大、普及，让国际人士

惊异！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们的原始

性技术创新多数还是“跟跑”。总体

上， 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

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创造新产业、引

领未来发展的科技装备远远不够，

产业还处于价值链中低端， 但我们

有“集中优势力量干大事”的制度优

势， 有创新工作的集中力量的组织

水平， 有不断涌现的创新团队。 正如井冈山时期的 “反围

剿”、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那样，在“敌强我弱”的情

况下，如何“克敌制胜”，我们有过成功的经验。“中国式创

新”也一样。比如，2015年4月，我国4家国家超算中心被禁止

购买国外高端芯片。然而一年之后，我国基于完全自主处理

器研制的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就登上世界超算之

巅。又比如，国际知名调研机构CB Insights发布的调研报告

显示，在全球32家人工智能独角兽公司中，中国占10家。还

比如，在华为公司创新一线，活跃着700多位数学家、800多

位物理学家、120多位化学家， 还有6000多位来自其他领域

的专家；至今，华为研发人员仍保持近50%的比重。

总之，“中国式创新”态势趋势，我们预期乐观。在世界

发展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挑战下，我们上下团结，以高昂的前

行底气，蹄疾步稳，迈向更美好的明天。

（作者为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研究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原主任）

转版导读

效果图

制图：李洁

特斯拉上海工厂电力配套9月底前完工。图为航拍特斯拉上海工厂（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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