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生活的惬意暖心就在“家门口”
让历史建筑更加生动，让城市记忆更好延续，让城市软实力更加彰显

一面是魂牵梦萦的阔野江景，一面是

柴米油盐的河畔小巷；一面是对标“世界

级”水准的城市公园，一面是充盈人情味

的口袋公园、社区花园；一面繁华，一面亲

和……这就是多面而和谐的上海。唯一不

变的内核，就是为全体市民所共享。

“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

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

好的资源留给人民。”放弃一些经济效益，

把黄金地段让渡给公共空间，这是上海的

选择。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让城市

不只有速度、高度，还有暖心的温度。

“一江一河”
城市“项链”越串越长

蝴蝶湾，全长370米，静安区最生态

的滨河亮点。本月底，蝴蝶湾绿地改造提

升项目即将完成。 在原有3000平方米滨

水绿地的基础上， 提升项目将整个公园

“打开”， 与昌平路桥和恒丰路桥下沿河

步道进行贯通，形成约360米长的一体化

滨河绿道， 并新增三角地约1200平方米

景观绿化，改造现有设施打造苏河驿站，

分别实现“横向连通”“纵向拓展”。

清风徐来、水波荡漾，城市“项链”越

串越长。随着黄浦江两岸45公里公共空间

和苏州河两岸42公里岸线陆续贯通，上海

致力于让历史建筑更加生动，让城市记忆

更好延续，让城市软实力更加彰显。

“十四五”期间，围绕黄浦江两岸要

成为更加宜游的世界级城市会客厅、苏

州河两岸要成为更有活力和温度的超大

城市生活典型示范区等目标， 上海着力

推动文化、旅游、体育等公共文化和配套

设施进一步在滨江集聚，并优化完善、持

续打造滨江公共空间标志性节点。此外，

还要推动重点区域、 重要节点的提升改

造，不断活化“一江一河”沿岸工业历史

遗产，展现城市文化底蕴。

此外，“一江一河”沿岸有着丰富的历

史文化资源。在实现滨江、滨河公共空间

贯通的基础上，永安栈房（杨浦区）、民生

筒仓（浦东新区）、上粮六库（徐汇区）、河

滨大楼（虹口区）、华东政法大学历史建筑

群（长宁区）等一大批蕴含独特历史价值

的建筑、街区将被逐步修缮、植入功能，全

面启动“一江一河”两岸城市更新，推进部

分地标性老厂房、 老建筑向公众开放，

打造滨江滨河岸线新亮点。

公园城市
人文与生态的邂逅

潺潺流水孕育着城市精神品格，

浓浓绿意滋养着市民美好生活 。到

2025年， 上海将力争建成1000座城市

公园，打造“公园城市”。这其中的许多

公园，将在新建改建的过程中，增加体

育、文化、艺术等元素，成为独具特色

的主题公园。

眼下， 占地2平方公里的世博文

化公园正抓紧施工， 这是上海城区最

大的沿江公园。 七大主题园区内， 3

万棵高大乔木密集分布， 还有国内首

座国际一级标准的永久性马术赛馆，

全国最高、 上海市区唯一的48米高人

工双子山……水的柔美、 石的坚硬、

花草树木的清香， 让园林之美， 美在

自然。 今年年底， 世博文化公园北区

即将开园。

犹记得2017年， 上海将建世博文化

公园的重磅消息传出， 市民无不满怀期

待。 期待之中， 凝结着对高品质生活的

无限憧憬。 和陆家嘴一样， 后滩拥有黄

浦江滨水凸岸的地形优势， 在过去数百年

间， 这片土地经历过由滩涂湿地到农田水

网再到沿江工业基地的变迁。 2010年， 以

“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 为主题的上海世

博会成功举办， 为其翻开了崭新一页，

代表了该区域在后工业时代的重生。 日

积月累， 后滩已建成的滨江湿地公园和

保留下来的世博场馆都成了独特资源。

因此， 在这寸土寸金的地段拿出土地修

建公园， 足以令外界刮目相看。

从追求资产升值的 “黄金地块”，到

城市公共生活的“潜力板块”，世博文化

公园诠释着新的城市建设思路—————提

供的是公共空间，面向的是全体市民，丈

量的是以人为本，彰显的是城市价值。

园中建城，城中有园，城园相融，人

城和谐———对于未来的生态环境， 上海

的目标如此明晰。绿道、公园、森林和河

湖交织而成的蓝绿生态网， 铺设于申城

大地，构成韧性生态之城的基底。

近日， 市公共绿地建设事务中心公

布了一项历时1个月的环城生态公园带

建设调查结果，吸纳了2.6万多名受访者

的真知灼见。比如，在具体的主题上，更

多市民倾向于突出文化艺术、体育运动、

历史人文等， 并希望能在环城生态公园

里开展露天音乐会、文化艺术展、啤酒美

食节，增设自然探秘夏令营、创意文化展

示、科技创新展览等科普教育活动。这些

“聆听”， 让一项项民心工程、 民生实事

“蓝图”与市民百姓的心贴得更近更紧。

文化设施
把“高品质”奉献给市民

一座城市最有味道、最具魅力的，就

是其文化。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国际文化

大都市的上海， 正努力成为更多文化内

容、文化现象的“源头”，并掀起一浪又一

浪影响中国甚至世界的“潮头”。

黄浦江在小陆家嘴“画”出一道优美

的弧线，浦东美术馆就处于弧线的顶端。

今年夏天开馆后， 它迅即成为新的城市

文化地标， 一度保持着日均接待3500人

次参观的满负荷运行状态。

然而，美术馆再火爆，也以非盈利为

目的。相关管理部门坦言，经过多年的建

设， 陆家嘴金融城那些钢筋水泥构成的

繁华， 总还是缺少了一些更为优雅厚重

的人文气息和艺术底蕴，因此，相关方面

后来做出决定，拿出滨江最好的一块地，

建设一座能够体现上海城市精神品格的

高品质美术馆， 奉献给市民、 奉献给城

市， 成为浦东滨江打造 “世界城市会客

厅”的重要载体之一。

事实上，在上海，这样的高品质文化

场馆正越来越多。目前，本市拥有备案博

物馆、美术馆近250家，平均不到10万人

就有一座，每年举办展览约2000场，涌现

出上海玻璃博物馆、西岸美术馆、上海天

文馆、浦东美术馆等一批热门打卡场馆，

培育出上海双年展、 上海艺术博览会等

一批优质展览品牌， 推出了蓬皮杜中心

典藏展、 泰特美术馆珍藏展等一批国际

合作项目。

市民群众对于各类文化场馆的需求

不断升级， 折射出的是城市软实力的持

续提升。“十四五”时期，上海将坚持以文

塑旅、以旅彰文，从最有条件、最有优势

的地方出发， 充分发挥这座城市在人文

艺术方面的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制度优

势， 强化对全球文博美术资源的配置能

力，锻造最具竞争力的城市文化软实力。

具体安排上，上海将建成一批市、区

两级重大文化设施项目， 保护一批具有

特色的历史文化遗产， 增加一批城市文

化景观，营造更加浓厚的城市文化氛围。

完成上海图书馆东馆、上海博物馆东馆、

上海大歌剧院、 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等

标志性重大文化设施建设改造。 除了这

些“高大上”的文化设施外，还将打造一

批“小清新”的公共文化空间，既丰富、有

趣、新鲜，又充满烟火气息。把最好的资

源留给人民，城市将更加宜居、宜业、宜

游， 市民也会切身感受到：“原来诗和远

方，就在身边，就在眼前。”

■本报记者 王嘉旖

■本报记者 史博臻

上海：营造人才生态，形成引才聚才“强磁场”
市人才工作会议提出加快推进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

综合国力的竞争， 说到底是人才竞

争。在上海，人才总量达675万人。其中，

累计核发外国人工作许可证超31万张，

占全国的1/4。对上海而言 ，人才是城市

发展的“第一资源”。

昨天下午， 上海市人才工作会议召

开。当下的上海，正举全市之力加快推进高

水平人才高地建设, 努力打造我国建设世

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重要战略

支点。为此，上海不仅树立强烈的人才意

识，还将率先开展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合

改革试点。从宜居、宜业到宜创，构建起一

整套人才生态体系， 由此形成引才聚才

“强磁场”。 同时， 还要完善梯次合理的

“金字塔型”人才结构，让“塔顶更尖、塔体

更强、塔基更厚”，让上海成为天下英才的

筑梦之地、逐梦之城、圆梦之都。

新载体 新平台

为人才提供全生命周期支撑

“社会进步最根本的表现是生产方

式的变革，其推动力是科学技术，靠的是

‘聪明的大脑’。”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

事科学研究院院长余兴安这样注解人才

对于科技创新的意义。他特别谈及“战略

科学家”这一重要概念———“他们的影响

力不仅在中国，更在全世界范围内。”

无疑，在揭榜众多重点“改革任务

单”的上海，吸引集聚这样的重量级人

才是重中之重。为此，首先是要建设完

善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创新孵化平台，

形成引才聚才“强磁场”，加快营造更

优质的人才生态。

在张江科学城， 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集群正加快建设，覆盖光子、生

命科学、海洋、能源等领域。其中，在用

在建大科学设施达14个，居全国首位，

设施投资额、建设进度均全国领先。

不止于单一平台建设， 上海还持

续厘清捋顺体制机制， 推动科技资源

共享互通。 最近，《上海市促进大型科

学仪器设施共享规定（修订）》表决通

过， 明确建立大型科学仪器设施信息

互通机制。《规定》修订后，既让科研人

员免去苦等设施之困， 也让更多中小

企业敢于向产业链中高端创新突破。

科学仪器设施外， 更多新载体着

眼持续完善人才公共服务体系。 世界

顶尖科学家论坛、张江留学人员创业园、

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 国家级知识

产权保护中心……这些新平台为人才创

新创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支撑、 满足人才

多样需求。

大视野 大格局

谋划好“海聚英才”大文章

眼下， 中国正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

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以“为国揽才、为国

蓄才”为重要担当，上海作为高层次人才

集中的中心城市， 将以开展人才发展体

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为契机， 以更宽广

视野谋划好“海聚英才”大文章。

在浦东新区“国际人才发展引领区”

建设中， 上海将率先实行更开放便利的

人才引进政策，在外籍人才工作许可、永

久居留、 薪酬购付汇等方面推出一批先

行先试举措， 着力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人才制度体系。

闵行区申昆路2377号， 一个国家级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初具雏形。 多方合

力下， 虹桥国际商务人才港步入实体化

运作期，吸引集聚全球创新创业人才。这

里主打的是“链式服务”，借由资源联动

共享，打破创业者从理论到实践的种种

桎梏 。以技术交易为例 ，借助上海国际

技术交易市场，闵行区已引进麻省理工

学院区域创新中心等34家国际知名技

术转移机构，累计培育技术转移专业人

才513人。

人才工作中，上海始终坚持大视野、

大格局，在更好地服务全国中发展自己、

在面向世界中博采众长。

松江区的一组数字格外亮眼。 自启

动建设G60科创走廊以来， 松江已累计

引进紧缺急需人才2万多名，人才总量达

31万名。今年上半年，该区人才引进同比

增长144%。

人才近悦远来 ，G60科创走廊围绕

产业链布局人才链， 建强人才链赋能产

业链。特别是，紧贴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需求 ，积极促进高端人才和 “6+X”产业

集群头部产业“联姻”，由此加强产业链

引才、重大项目育才等，以一流产业集群

催生一流人才集群。

新思考 新手势

特殊突破实现宜居宜业宜创

一个年轻人将未来安放在一座城，

意味着他的工作、生活、理想、热情乃至

乡愁都托付给了这里。上海，要为各路英

才创造更宜居、宜业、宜创的环境。这样，

这座城市才能成为创新策源地， 才能创

造新奇迹。

不久前 ，青橙奖名单公布 ，一批青

年科学家崭露头角。当被问及打算将奖

金作何用途时 ，答案 “五花八门 ”。有人

想奖励学生， 有人考虑支付房子首付，

还有人想多租点实验室。个体差异的客

观存在 ，让人才工作更强调 “适配性 ”。

这意味着， 我们不能简单遵循常规，而

要有特殊突破。

寸土寸金的长宁区， 一幢人才公寓

火“出圈”。居住于此的各路英才，推开窗

门可见茑屋书店。在网红地标上生·新所

建人才公寓， 这还是该区首次在知名地

标区域调整工业用地性质。 令人艳羡的

不只有“好风光”，更包括各类便捷的服

务。譬如，虹桥人才荟人才服务站点等。

全区层面，类似站点共有36个，将人才服

务中心业务受理 “工作台” 延伸至社区

“办公台”，这是该区推进人才业务“门口

就办”“就近好办”的重要举措。

特殊突破不仅体现在政策创设，还

包括城市规划的新思考、新手势。北京大

学科技园执行副总裁王国成， 曾实地调

研全球多个创新集聚区， 深感校区、园

区、街区、社区互融发展的重要。试想这

样一幅画面，“走进一幢楼宇， 既有创业

团队、办公空间，还有高校社团”。在这一

创新复合业态里， 灵感火花更易碰撞迸

发。在他看来，拥有大量高校资源的杨浦

区、宝山区有望率先探索。

一版责编/杨 阳 视觉设计/冯晓瑜
本版责编/徐德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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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才成为上海发展的核心驱动
顾一琼

拉长历史的镜头， 才能更清晰地明

了布局落子的意义。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

今天的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的新征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

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

背靠长江水、面向太平洋，长期领

中国开放风气之先的上海，今天，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踏上新的赶考之路，要

担起中央所赋予的建设高水平人才高

地这一战略布局、重大任务，要实现自

身跨越式发展，同样需要找到“战略支

点”，把握历史主动、战略主动，在更好

地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中，锻

铸不可替代的强磁场、 强供给、 强驱

动———人才，正是其中“关键一招”。

面对这个重大机遇、统领抓手，下好

人才“先手棋”，上海才能“抢先成势”，在

应对风险挑战、激烈竞争中，铸就过硬实

力、强大底气。

高水平人才高地。 这是一种对标最高

最好，在高原上攀高峰的志气，瞄准的正是：

在人才强国雁阵格局中发挥“头雁效应”。

统军持势者，将也。要强调人才自主

培养，也要以“站在世界之巅选人才”的

胸怀和气魄面向全球揽才， 用好世界级

平台、重量级实验室、大科学设施和科研

院所集聚优势， 千方百计引进能为我所

用的顶尖人才，抓好战略科学家这个“关

键少数 ”，打造 “硬核科技 ”的 “硬核力

量”； 也充分发挥其撬动与引领作用，构

建梯度队伍，造好人才蓄水池，让更多人

才在科创主战场上涌现出来， 在科创主

力军中成长起来。

高水平人才高地。 这指向一种破与

立的辩证统一，打造“千里马”真正留恋

的赛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让人才能

干事创业，更要干成事、创成业。

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拓展视

野，持续向改革要动力，破除“帽子热”和

“四唯”现象，向用人主体充分授权，为人

才松绑；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

为导向的人才科学评价体系，完善揭榜挂

帅、“赛马”制度，最大程度激发创造活力，

让事业激励人才，人才成就事业。

高水平人才高地。 这同样涵纳着一

种包含全周期、全要素的大生态，强调的

是创新资源统筹和人才服务配给的不断

优化、精准高效；更倡导契约精神、科学

家精神，丰厚文化积淀、生活体验，营造

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大环境， 放大城市

无可替代的吸引力。

“世上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

的……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

才实力 ”。在党的全面领导下，胸怀“国之

大者”，以更坚定决心下好人才“先手棋”的

上海，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创造活力竞相迸

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将成为各类人

才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热土，也将由此写

就新时代“人与城相互成就”的新传奇。

▲ 景观提升后的苏州河华政段滨水步道。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荨 浦东美术馆占地面积 1.3 万平方米， 比照国际一流标准建设， 确保满足多规格、

高品质的展品展览需求。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制图：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