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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强劲活跃增长极的“极中极”
联通国际国内市场的“彩虹桥”

本报讯 （首席记者徐晶卉 记者刘力源）总

面积达 7000 平方公里 ， 经济总量近 2.3 ?亿

元，体现国家战略大思路、大手笔的虹桥国际开

放枢纽，将成为继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之后， 上海

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又一重要承

载地。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获

悉，《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 重点明

确了“三个一批”，包括一批高含金量政策措施、

一批高水平功能平台和一批高能级重大项目，

初步梳理共 102 项，其中涉及上海的有 75 项。

今年 2 月，国务院批复《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建设总体方案》。 根据总体考虑，虹桥国际开放

枢纽以空铁复合、 海陆通达的综合交通枢纽为

联动纽带，以创新型、服务型、开放型、总部型、

流量型“五型经济”为特征的产业升级枢纽为发

展载体， 以面向国际国内两个扇面的资源配置

枢纽为核心功能， 兼具对内吸引集聚和对外辐

射带动作用，是继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国

家级新区、 自贸试验区之后一种全新的开放形

态，在全国开放格局中将发挥独特作用。

加快把“大虹桥”打造成为长三角强劲活跃

增长极的“极中极”、联通国际国内市场的“彩虹

桥”。 在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虹桥国际开放枢

纽将努力成为一个重要平台，即着力打造国内大

循环的一个关键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枢

纽链接。 具体来看，“关键节点”就是要更好发挥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大交通、大会展、大商务的功

能优势，为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贡献

“虹桥力量”，有力带动更广阔的国内大循环。 “枢

纽链接”就是要更好发挥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搭建

平台、提供通道、编织网络的枢纽作用，在国内国

际双循环的资源要素流动和汇聚中架起 “彩虹

桥”、建立“超链接”，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

争。 “关键节点”和“枢纽链接”相互依存、相互支

撑、相互促进，赢得开放发展的战略主动，率先探

索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途径。

《总体方案》的突破和亮点可概括为“1234”。

“1和 2”是指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一核两带”功能

布局。 “一核”是上海虹桥商务区，面积为 151平方

公里，主要承担国际化中央商务区、国际贸易中心

新平台和综合交通枢纽等功能；“两带”是以虹桥商

务区为起点延伸的北向拓展带和南向拓展带。

从空间看，“一核两带” 功能布局从苏南长

江口经上海市域一直延展到杭州湾北岸， 纵贯

南北、 江海通达， 总面积达 7000 平方公里，其

中，上海市域内面积约 2100 平方公里。 数据显

示， 这一区域 2020 年经济总量近 2.3 ?亿元，

未来必将成为长三角发展活力最强、潜力最大、

开放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从形态看，“一核两带”

功能布局犹如一张蓄势待发的“弯弓”，居于中

心位置的虹桥商务区是其“动力核”，将长三角

乃至更广腹地的发展动能和开放势能汇聚于

此、辐射而出，进一步凸显虹桥商务区和虹桥国

际开放枢纽的国际定位、开放优势和枢纽功能。

“3 和 4”是指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要围绕“三

大功能”、聚焦“三个一批”、推动“四个着力”，即

围绕大交通、大会展、大商务“三大核心功能”，

着力建设国际化中央商务区， 着力构建国际贸

易中心新平台，着力提高综合交通管理水平，着

力提升服务长三角和联通国际的能力。 为此，

《总体方案》重点明确了“三个一批”，包括一批

高含金量政策措施、 一批高水平功能平台和一

批高能级重大项目，初步梳理共 102 项。

落实《总体方案》，在上海市推动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领导小组下设 “上海市虹桥国际开放

枢纽专项工作推进机制”，同时梳理形成《重点

任务分工》，将《总体方案》中涉及上海的内容分

解为 5 个方面 83 项具体工作任务， 涉及 46 个

市相关部门和中央在沪相关单位。与此同时，虹

桥商务区及相关区分别制定本区域贯彻落实工

作方案或行动计划， 明确未来 3 至 5 年的工作

目标和具体举措。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寅出席。

大虹桥起飞

确保大虹桥建设今明两年开好局起好步
从上海的虹桥商务区到长三角的虹桥国际

开放枢纽，从大交通、大商务、大会展到长三角

强劲活跃增长极的“极中极”和联通国际国内市

场的“彩虹桥”，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正大手笔描

摹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篇章。

体现国家战略的大手笔， 需要有建设的大

思路。 立足上海，“大虹桥”的“一核”有何新定

位、新举措？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

的政策突破和亮点有哪些？放眼长三角，上海承

担的国家战略任务之间如何高效协同？ ……昨

天举行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这些“大思路”

一一浮出水面，将把新蓝图变成施工图。

三大承载地高效协同

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以及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已先行亮相，加上

刚刚发布的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这些都令人瞩

目。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华源

介绍，这三大区域定位各有侧重、相辅相成，将

高效协同发展，共同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

由东向西，这三大承载地从上海市域东部

直抵长三角腹地，华源用 4 个“互”概括其共通

点：地域互连、功能互补、政策互鉴、项目互通。

华源介绍，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与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一左一右就像两部引擎，对长三角更高

质量一体化发展形成“双擎驱动”，打造国内大

循环的中心节点；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与临港新

片区在协同开放方面“两翼齐飞”，将使长三角

真正成为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并为全

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探索路径、作出示范。

记者获悉，《总体方案》在研究制定过程中

借鉴了上海自贸试验区和临港新片区的一些

政策和制度创新举措，例如：允许在上海自贸

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设立的境外知名仲裁及争

议解决机构在虹桥商务区设立分支机构，就国

际商事、投资等领域发生的民商事争议开展仲

裁业务等。

16 项创新政策先行先试

在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中，虹桥商务区

是“一核两带”中的“核”。虹桥商务区管委会常

务副主任闵师林介绍，《总体方案》对虹桥商务

区提出了新定位新要求，同时也提供了一系列

创新举措，比如：在 29条高含金量政策措施中，

16项是仅在虹桥商务区实施的创新政策措施，

包括保税物流中心（B 型）等 20 多个功能平台

在商务区落地、 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的

创新政策依法上升为常态化制度安排等。

闵师林介绍，落实《总体方案》，虹桥商务

区近期将围绕 6 个方面开展工作，包括提升产

业能级，建设一流的国际化中央商务区；放大

进博效应，打造开放共享的国际贸易中心新平

台；增强辐射功能，打造联通国际国内的综合

交通新门户；推进改革创新，切实提升商务区

营商环境；促进产城融合，打造引领高品质生

活的国际化新城区；加快建设国家进口贸易促

进创新示范区。

记者获悉， 多部委日前发文在全国设立

10 个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其中就包括

虹桥商务区。 闵师林介绍，示范区将推动形成

“一地（进口商品集散地）、一港（全球数字贸易

港 ）、一区 （新型国际贸易总部集聚区 ）、一都

（国际会展之都）”与两个市场（上海国际技术

交易市场、上海国际医药医械交易市场）引领

的“4+2”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格局。

重点明确“三个一批”

《总体方案》重点明确了政策措施、功能平

台、重大项目“三个一批”。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

任王华杰表示，已初步梳理共 102 项，其中涉

及上海的有 75 项。

明确一批高含金量政策措施，作为打造虹

桥国际开放枢纽的突破口，市发展改革委初步

梳理共 29 项。王华杰透露，《总体方案》中有一

些原创性政策措施，比如：设立跨区域社会组

织、 设立招收面向全国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等，在全国都是首次提出。

明确一批高水平的功能平台，作为打造虹

桥国际开放枢纽的载体， 目前已初步梳理共

47 项，涉及上海的 33 项。 比如：《总体方案》明

确提出，“鼓励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发展医疗

服务贸易”， 将进一步促进医学中心引入有品

牌、上规模的国内国际医疗机构，培育医疗服

务产业链。

明确一批高能级的重大项目，作为打造虹

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抓手。 目前已初步梳理共

26 项，涉及上海的 13 项，主要聚焦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重点产业发展等领域。 比如：《总体

方案》提出，“规划建设沪苏湖、沪乍杭、通苏嘉

甬等高铁”， 建成后将进一步加强虹桥国际开

放枢纽与苏浙周边站点协同发展。

为中央商务区建设“加码”

《总体方案》提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要着

力建设国际化中央商务区，着力构建国际贸易

中心新平台。 市商务委副主任申卫华介绍，市

商务委将对照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2025 年基本

建成的目标，通过推动高水平开放、培育和吸

收高能级主体、打造高质量的平台，助力大虹

桥冲向“新三高”。

申卫华透露，市商务委将继续放大进博会

溢出带动效应，支持打造“展品变商品、展商变

投资商、采购商变贸易商”的良性生态圈。 同

时，按照国家部署，推动进博会通关监管、资金

结算、投资便利等相关政策措施常态化、制度

化，并向全市进行复制推广。

据悉，市商务委还将在数字贸易、会展服

务等领域试点更多的扩大开放措施。 比如，探

索研究境外机构直接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办理国际展览的可能性，在数字贸易方面不断

推进数字开放等改革措施，将虹桥商务区打造

为全方位开放的前沿窗口。

打好“协同战”“整体战”

加快打造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沪苏浙皖三

省一市将建立怎样的协调推进机制？据悉，上海

市将设立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专项工作推进机

制”， 涉及近 50个本市相关部门和中央在沪相

关单位；省市间层面，已初步考虑在长三角区域

合作机制下设立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协调推进

机制”，围绕“一核两带”功能布局，形成上海和

苏州、嘉兴，上海 6 个区和苏浙 8 个区县“1+2+

14”机制，并邀请安徽省相关单位共同参与。

市发展改革委已梳理形成上海重点任务

分工方案，着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实落地，着力

推动功能平台能级提升，着力推动重大项目开

工建设，确保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在今明两

年开好局、起好步。

■本报记者 刘力源 薄小波
周 渊 占 悦

紧抓大虹桥建设，四个区列出“行动清单”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成为继上海自贸试验

区临港新片区、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之后， 上海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

略的又一重要承载地。

昨天，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

海贯彻落实《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

的各项举措。 位于“一核两带”上的 4 个区———

长宁、闵行、青浦、金山，作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的主战场和主引擎，分别立足自身特点，紧抓建

设“大虹桥”契机，实现区域内外优势联动、资源

联动，谋划新起点新开局，全力以赴落实举措，

加快建设新篇章。

长宁

提升两大国家级经济园区能级

在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一核两带”功能布局

中，长宁区全域纳入北向拓展带，西部 19.9 平

方公里纳入核心区。 作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上

海市域范围内唯一的中心城区，长宁区具有“一

核两带”对内对外辐射的核心节点优势。

依照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

长宁区列出了自身“排片表”：到 2025 年，努力

成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核心节点和主要功能承

载区， 努力成为上海服务新发展格局中心节点

的重要平台、战略链接的重要枢纽；到 2035 年，

成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核心节点和主要功能承

载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枢纽门户。

目前，长宁区坐拥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虹

桥临空经济示范区 2 个国家级经济园区。 长宁

区发展改革委主任叶鹏介绍， 长宁区将进一步

提升这两大园区的发展能级， 一方面将以发展

枢纽经济为引领，重点聚焦临空经济、总部经济

和数字经济，打造形态更好、功能更优、实力更

强的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另一方面，将加强

新、老虹桥联动发展，提升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国际贸易、时尚设计、展览展示、消费体验等

功能，支持重点产业项目提升容积率。

提升区位交通优势、 提高综合交通服务水

平也成为此次长宁区的发力点之一。 长宁区建

管委副主任、交通委主任吴道群介绍，未来将围

绕道路交通、公共交通、慢行交通、静态交通、智

慧交通等五个方面开展综合交通建设。形成“四

纵十六横”路网体系。

闵行

8 大功能平台 24 个投资项目

作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一核”“南向拓展

带”的重要区域，昨天闵行区发布《加快虹桥国

际开放枢纽建设行动方案》 和虹桥主城前湾地

区规划，为虹桥国际人才港、长三角法律服务业

发展中心等 8 家虹桥国际开放枢纽重点功能平

台授牌，与市贸促会签订合作备忘录，与 24 家

企业与闵行区签订投资协议 ， 项目总投资

163.55 亿元，其中 12 个外资项目全部为跨国公

司地区总部或研发中心，投资额近 45 亿元。

虹桥主城前湾地区总面积约 30 平方公里，

定位为虹桥国际开放枢杻的主要核心功能承载

区，面向国际国内的世界级“会客厅”，引领高品

质生活的人民城市样板区。未来，这里将形成长

三角总部经济首选地， 打造跨国公司和国内总

部经济的集聚地；形成国家产城融合示范标杆，

建设宜居宜业、产城融合的现代化城区；形成绿

色开放活力共享的国际主城， 打造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的生态城区。 根据规划方案，前湾地区将

构建“1238”的城市空间布局。 “1”即以联友路为

一条轴线引领城市地标，“2”即以彩虹湖、霁月湖

两个湖面集聚城市活力，“3” 即以三条城市休闲

公共走廊联系中央活动区、科研创新、国际社区

等八大功能片区。

当天发布的《方案》明确聚焦“建设国际化

中央商务区、构建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建设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上海南部科创中心、 打造国际

化产城融合示范标杆”四方面，具体安排 20 项

举措。

青浦

重点打造“八大枢纽”功能

青浦区将实施新时代“一城两翼”战略，加

快形成“两翼齐飞、新城发力、青东联动、青西协

同”空间新格局。其中，青东地区将围绕“更有影

响力的国际化中央商务区”定位，实施联动发展

战略，高标准落实联动发展空间规划，梳理盘整

产业区块、商务楼宇、农村土地、集体资产、公共

服务等各类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高质量打

造联动发展区域品牌，持续提升国家物流枢纽、

市西软件园等区域品牌影响力。

建设清单中，包括：开放枢纽、创新枢纽、交

通枢纽、物流枢纽、贸易枢纽、金融枢纽、信息枢

纽和文化枢纽等“八大枢纽”功能。

同时，将依托虹桥综合交通枢纽，打造面向

长三角城市群、 支撑青浦独立综合性节点城市

的交通枢纽功能。 加快建设上海商贸服务型国

家物流枢纽，积极发展各类现代物流服务，加快

培育现代数字、 智能物流产业集群。 做优做强

“6+365”常年展示交易平台 ，争取落户一批国

际性会展项目和知名品牌展会。 打造长三角消

费中心城市， 加快虹桥商务区青浦片区布局高

能级商业配套建设，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夜间经

济、后街经济、网红经济等特色经济，依托国家

会展中心打造全球新品首发高地。

金山

以科创产业点亮杭州湾北岸

杭州湾北岸高端产业集聚区、金山华东无人

机空港、金山滨海专业会展中心、青少年综合素

质发展示范区、 公共卫生应急资源保障基地、金

山—平湖张江长三角科技城 6个功能性平台，南

枫线、沪乍杭铁路、嘉青松金线、金山铁路西延伸

4个重大项目……金山区建设方案中，科技城建

设、长三角区域轨道交通联动联通占重要分量。

产业方面， 金山区将加快杭州湾北岸高端

产业集聚区和金山—平湖张江长三角科技城建

设。 杭州湾北岸是连接临港新片区和浙江的产

业功能带， 是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产业联动区

域。金山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引

进和培育双向发力， 强化传统产业转型发展和

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双轮驱动， 深化制造业和服

务业“两业并举”，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两化融

合”，打造新型工业化产业体系，优化完善产业

布局，推动区域特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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