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新片区主城区配套项目 ， 临

港夜景灯光工程目前已初具规模 ， 标

志性建筑纷纷亮灯 ， 让临港的夜耀眼

夺目。

夜幕降临 ， 皎洁的

月光配合湖畔夜景灯

光， 倒影在滴水湖

中 。 一旁的上海

天文馆的椭圆形

建筑形态宛若

“天体运行轨

道 ” ， 圆洞天

窗 、 倒 转 穹

顶 、 球幕影院

构成了 “三体”

结构 ， 球幕影

院的灯光从星光

白到星空蓝， 源自

宇宙深处的神秘色彩

不断在夜空中切换跳

跃。 不远处的海昌海洋公园

则是另外一种风格： 人鱼湾 、 极地

小镇、 冰雪王国在射灯的照耀下 ， 勾

勒出童话世界。 夜空中， 200 架无人机

组时而排出 “我爱祖国 ” 的字样 ， 时

而又形成各种卡通图案 ， 在夜空中随

机变幻。

作为临港第一个大型城市综合体，

港城广场将是市民重要的休憩、 娱乐聚

集地。 从空中俯瞰， 主体建筑幕墙呈现

极光效果， 内庭院的格栅灯光可以随着

时间的推演而产生变化。 灯光效果还设

置了平日和节日两种模式， 沿湖面布置

节假日灯光秀。

申港大道中轴线上则坐落着临港

新天地、 中国航海博物馆 、 临港办公

中心综合楼等地标建筑 。 随着临港主

城区的加快建设 ， 它们的活力日益充

沛。 比如中国航海博物馆运营开发部

黄乾蔚正策划将海洋环保艺术装置

“不止漂流 ” 搬到地铁 16 号线滴水湖

站， 艺术化展现被处置不当的生活垃

圾最终漂流入海的场景， 希望

以情感共鸣的艺术表达呼

吁社会公众注重垃圾

分类 ， 提高海洋环

保意识。

临港的夜还

是充满热情的 。

校园里吉他奏

响了青春 ， 学

生们打开手机

闪光共同唱响

临港的歌 ； 而

在 临 港 大 学 城

的共享区内 ， 校

园极限联盟正在策

划 首 届 临 港 五 校 极

限大赛———夜幕中 ， 吧

嗒吧嗒的滑板声也是动听

的旋律……

临港的夜更是充满斗志的 。 临港

软件园内的中云数据数据产品经理曾

富全和 “95 后” 数据源组组长施涛常

常工作到深夜 ， 他们的团队正忙着新

产品 “工业快搜” 的上线测试……

临港的夜是充满创意的 。 上海海

洋大学毕业生陆信洁正在学校创业中

心的帮助下留在临港创业 ， 从事自然

类水族科普体验 、 水艺生态景观设计

和服务。 “水族+” 的模式， 有望催生

新颖的水族环境生态圈……

临港的夜， 也悄悄藏着一抹暖色：

新天地的深夜食堂 、 便利店 、 滴水湖

畔的 24 小时书屋、 面包房……给夜归

人带去丝丝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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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新片区管委会依然灯火通明，日与夜的气息在这里交融

临港灯火照亮奋斗路点亮梦想城

梦想之城，

特斯拉项目审批模式将实现常态化
特斯拉项目 ，让 “临港速度 ”成为一个符

号，临港也因此被称为“梦想之城”。

事实上，特斯拉看到的仅仅是这座“梦想

之城”的启动符———5 天时间，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施工许可证等 4 张产业项目落地关键证照全

部办齐，特斯拉项目审批模式将成为临港新片

区的常态。

究竟怎样一群临港人在创造“临港速度”？

带着疑问走进临港管委会的夜晚，就可以寻迹

速度之源。

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公布以来， 位于申

港大道的新片区行政服务中心门庭若市 ，窗

口服务时间从 17 点延后到 18 点，再到入夜，

成为常事儿。 新片区行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张秀英常常在服务大厅解答企业咨询，她说：

“我们在临港，为你风雨兼程。 ”

“全力跑出临港新片区加速度”“努力当好金

牌‘店小二’”。 这两句标语，挂在服务中心大厅的

墙上，这里咖啡厅、书吧等一应俱全，小沙发附近

一个个电源接口可以满足办事人员的充电需求。

服务中心还推出了 24小时不间断全球远程验证

业务，入驻企业要进行企业变更、补办营业执照

等事项仅需一个微信小程序， 就能实现股东、法

人代表的实时远程身份核验和数字签名。

在临港办公中心五楼，管委会发展中心的

韩涛正和阿里云团队对上海市建设工程联审

共享平台的细节进行对接报批———他们正在

攻坚的项目是临港新片区的“一网通办”系统，

这是临港新片区一体化政务平台的基础。 通过

这一平台，管委会将充分运用自主改革和创新

管理权限，想方设法破除制度瓶颈，初步形成

政府投资类工程建设 “一张表格”“一个流程”

等优化方案。

道出临港
“精气神”

8个“狠”字

“临港新片区近期要狠抓全面学习 、

狠抓政策落地 、狠抓机制建设 、狠抓营商

环境 、狠抓招商引资 、狠抓规划研究 、狠

抓基础设施 、狠抓对外宣传 。 ”市政府副

秘书长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党组书记 、常

务副主任朱芝松连用 8 个 “狠 ”字来描述

临港的精气神。

全力跑出加速度、干出显示度！ 朱芝

松日前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临港新片区

坚持“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精

神，迅速进入工作状态，自我加压、主动倒

逼，争分夺秒地开展各项工作。

在机制建设方面，按照精简高效统一

原则，临港正加快调整完善管委会机构设

置，使管委会机关职能完整、统筹有力、运

转高效。 根据“能放尽放”原则，管委会正

在加快梳理市级经济管理权限授权下放

清单，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加快设立新片区

分支机构，下沉市级行政管理力量。

在规划研究方面 ， 将启动新片区空

间规划 、 土地利用规划和产业 、 交通 、

能源 、 生态 、 社会事业等专项规划编制

工作 ， 按照 “对标国际 ” “提高开发强

度 、 集约利用土地 ” 等精神 ， 从人口发

展 、 空间格局 、 用地规模 、 产业布局 、

城市功能、 交通与市政设施等方面评估，

找出瓶颈和问题。

人们关心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S2 海

港大道立交已于上月底开工，S3 高速等将

在 10 月底开工建设， 两港大道快速化改

造、S2 客货分离辅道力争年内开工。 营商

环境、行政审批效率方面 ，“店小二 ”们的

服务将更贴心，“特斯拉项目审批模式”将

成为常态 ，本月底就将完成新片区 “一网

通办”系统 1.0 版的开发……

随着临港新片区全新的战略定位明

晰，制度设计亟待进一步创新和提高。 朱

芝松告诉记者，《关于促进中国 （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高质量发展实

施特殊支持政策的若干意见 》中 ，赋予新

片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目前临港新片区

管委会正在狠抓政策落地。 《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 》

《关于促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

港新片区高质量发展实施特殊支持政策

的若干意见》《浦东再出发若干意见》和管

委会明确的 6 项产业扶持政策共计 177

项任务，目前已经完成 1/3。 其余任务市级

部门正和国家部委积极沟通或抓紧制定

细则，争取年底前陆续完成。

朱芝松表示，作为我国深度融入经济

全球化的重要载体，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

区将全力贯彻落实好总书记指示，加快推

动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新的制

度框架，全力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

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对标国内外城

市建设的最高标准 、最好水平 ，集聚全球

技术、资本、人才等高端资源要素，全力打

造开放创新、智慧生态、产城融合、宜业宜

居的现代化新城。

本版摄影 陈浩 祝越
视觉设计 冯晓瑜

■本报驻临港记者 祝越

深夜，临港新片区专职记者微信群里，管委会办公室的杨丹发了消息：“综
合楼 11 楼新闻中心亮灯，向记者们致敬。 ”其实，从临港记者站望出去，整个
临港管委会也依然灯火通明。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挂牌 54 天，日与夜的气息
已经在这里交融。

跑出加速度，干出显示度。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的灯火照亮一条奋斗路。

逼近千亿，
70余个产业项目具备签约落地条件

临港管委会挂牌至今不过 50 余天， 已经

接洽各类项目近 500 个， 其中 70 余个产业项

目初步具备签约落地条件。 管委会经贸办对接

了 200 多家企业———用他们的话说，要在最短

时间内把临港的资源、政策介绍到位，让企业

和临港一起“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10 月 8 日，国庆长假后首个工作日，13 点

半到 19 点半， 临港管委会经贸办在五楼会议

室开了 6 小时的长会。 招商办主任张彤和团队

沟通了最新政策，又一一落实手头的重大项目

推进细节，再对市委组织部新的选派生进行了

一一谈话。 嘴上塞了一口饼干，连上手机充电

器，她抽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临港新片区正

聚焦“卡脖子”关键领域，全面铺开招商引资工

作，“企业对接项目纷至沓来， 功能性创新平

台、 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科研机构正往这里集

聚，我们在每一个电话、每一次会谈中感受着

临港的产业使命、功能使命。 ”

新片区挂牌后， 盛美半导体、 大唐网络

5G 研发总部等区域总部， 中科院微小卫星应

用模块研发项目等航空航天项目纷纷落地 ，

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等领域也都已经有多个

项目落地。

光引进还远远不够。 经贸办、临港集团和

企业共同讨论，帮助企业确立更为清晰的发展

目标。 张彤说，临港未来将立足已经形成的独

具特色的城市形态和产业框架，抓紧优化功能

布局，集中精力推进功能载体建设，以临港科

技城为基础建设全球创新协同区，依托滴水湖

“滨湖+滨海”独特区位优势建设现代服务开放

区，以临港产业区和奉贤园区等为基础建设新

兴产业引领区。

夜渐深，管委会的灯光才开始次第熄灭，加

班的人们脸上带着一丝疲态。 记者很想追问最

新状况， 却又有些不忍———属于临港奋斗者们

的休息调节时间太少。

加班一年，
“临港五楼” 永远对照最优谋求突破

从去年开始参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的制定，临港管委

会的加班常态已经持续一年。

“新片区永远要针对最新情况进行政策研

究，对照国内最优政策进行全方位协商。 ”尽管

又已连续加班多日，综合计划办副主任吴群峰

仍然保持着昂扬的斗志———9 月 20 日，临港管

委会挂牌满月之际，《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临港新片区支持金融业创新发展的若干

措施》发布，这是临港管委会层面自己制定的

第一个对外发布的政策，政策研究和制定都是

由吴群峰的团队完成；目前，他的团队正在准

备 10 月 20 日新一批政策的发布， 住房保障、

产业扶持等五方面政策都在最后的沟通中。

“9 月的 ‘金融大礼包 ’引起了很大反响 。

业内人都看得出来，这个政策力度相当大。 ”吴

群峰说，政策效应已经初步显现，大量的金融

机构来电咨询， 金融项目的接待也更为密集。

他告诉记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团队找遍了

全国各地的金融政策，包括浦东新区、深圳前

海、广东南沙、天津等所有公开的金融政策，逐

条研究，逐条对照。

直到国庆放假前，吴群峰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能和孩子见面———凌晨回家，孩子已经进入

梦乡，第二天出门，孩子还没起床；负责金融政

策对接的刘晓清家里， 孩子夜里发烧闹了一

宿，他第二天又如常加班；朱峰驱车十几个小

时回家探亲，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发消息：“已

安全到家，电脑已开，有事联系”；焦敏的女友

已经习惯了 “见不到面的恋爱”———两人同在

临港，却仿佛一场“异地恋”……

五楼的办公室，一到晚上就好像大学宿舍

一样，门都敞开着。 “能够参与临港新片区建设

这样一个国家战略任务，大家都觉得很荣幸。 ”

吴群峰说，临港新片区这个平台够大，“只要有

才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奋斗的空间。 ”

临港夜未央 暖意袭人来

主城区灯光工程初具规模，标志性建筑纷纷亮灯

■本报驻临港记者 祝越

■本报驻临港记者 祝越

专 访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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