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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3月17日 阴有阵雨 9～11 东北风4～5级转偏北风3～4级 3月18日 阴有短时小雨转阴到多云 8～14 北到东北风3～4级 3月19日 多云 7～15 偏东风3～4级 3月20日 多云到阴转阴有短时小雨 10～15 东南风4～5级 （奉贤气象台发布）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陆思婕） 3 月 13
日，区委副书记、区长袁泉前往数字江海招

商展示中心调研“数字江海”项目推进情

况。袁泉强调，要加强科学规划和顶层设

计，围绕“产城融合、功能完备、职住平衡、生

态宜居、交通便利、治理高效”的新城建设目

标，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打造、高效能运

营，持续调整优化规划方案，将“数字江海”

打造成产城融合的新高地、城市力全渗透的

数字化国际产业城区。

袁泉指出，要聚焦基础理论创新、底层

技术创新、颠覆项目创新、跨界融合创新、转

移转化创新，强化数字化思维，加快拓展更

多应用场景，让“数字江海”处处展现科技范

和吸引力；要坚持项目为王，引进和培育更

多首创项目、颠覆性技术和优质团队，打造

具有未来感的数字孪生城市；要进一步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聚焦高质量招商，强化精准

招商水平，提高招商实效，确保项目量质并

举，持续做大做强产城融合这篇大文章；要

抢抓城市数字化转型契机，持续完善数字孪

生城市系统，强化数据动态更新和相互赋

能，推动城市治理高效运转；要优化人才服

务体系，加速科技人才集聚，推动创新链产

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要持续改善生

态环境，不断完善服务配套，提升城市功能

品质，吸引更多青年人才近悦远来。

“数字江海”是奉贤区与临港集团在“十

四五”期间抢抓上海“五个新城”建设机遇、

践行上海推进经济、生活、治理全面数字化

转型战略的一项重点举措，是双方深化“区

区合作、品牌联动”机制的又一次创新实践，

是奉贤新城的“一号工程”。“数字江海”将通

过建设“地上一座城、地下一座城、云端一座

城”，用10年时间完成开发建设，将其打造成

为一座宜居宜业、令人向往的未来之城，成

为“上海首个城市力全渗透的数字化国际产

业城区”。

副区长厉蕾参加。

□记者 蔡倩雯

近年来，随着居民自治能力的增强，

各类自治模式也多了起来，但如何找到

适合的治理模式一直是基层治理探索的

重点。日前，在金汇镇的金中社区，通过

打卡网红的“积分兑换”，实现了从“独角

戏”到“大合唱”的“善治”之路，破解了社

区基层治理的“幸福密码”。

家住附近的孙阿姨兴致冲冲地来到

居委会，拿出自己攒了不少的积分券，10
个积分就能换一张兑换券。“他们每个活

动我都参加，不管积分大小，主要自己出

来动动也开心的。”孙阿姨告诉记者，自

己已经积攒了40分了，可以买点水果，也

可以给孩子换点文具。

首批商居联动的优质商户有杰博文

具店、施联水果店、剪艺沙龙理发店、阿

明杂货店、晶晶便民超市，共 5家商铺。

这些都是店主热心公益、商品与民生息

息相关的商铺。

孙阿姨的兑换券相当于 40元，今天

她要去给孩子买点水果，1袋砂糖橘加 5
个苹果刚好够一张兑换券，而商户收到

兑换券会集中放好，再交给居委，就能重

复利用不浪费。“商铺是连接附近商户和

居民区的一条纽带，通过发布‘积分兑换’

信息、开展兑换项目，来消费的居民多了，

店里的人气更旺了，我们作为店主，也有

机会服务社区，跟居民感受到彼此的尊

重和关怀，形成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环

境。”杰博文具店的赖老板表示，非常荣

幸成为第一批商居联动的商户，欢迎居

民朋友们多来兑换“打卡”。 （下转3版）

□记者 孙 燕

春日，是美好的开始。关于春天，奉

贤有一个关于“我与城市共成长”的故事

要诉说。“人树共生”，便是其中之一。

在奉贤，共有 68株百年以上的古树

名木，他们长在庭院、小区、乡村里，融于

当地老百姓日常生活，是一座城市的“活

文物”。今年，奉贤以圆梦行动为平台，

在回应群众急难愁、愿思盼中，更向全区

人民发出共圆“绿色生态梦”的倡议，让

越来越多的名木古树，成为人们心中时

常记挂在心的“古爷爷”。任凭时光流

转，一代又一代的守护者，有钱出钱、有

力出力，风雨无阻陪伴在“爷爷们”身边，

让“爷爷们”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城与乡来回赶，只为世世代代的守护
“三朵、四朵、五朵……五十九朵、六

十朵、六十一朵！”阳春三月，是牡丹花的

生长旺季。根据气温变化，一大早，83岁

村民金书林和他的老伴儿王秀琴，便回

到了南桥镇吴塘村，为一株近 500 年的

“粉妆楼”扇扇热气、喂喂水。这位“古爷

爷”，被誉为“江南第一牡丹”，只要抓住

“春养”好时机，便能再发新芽、结更多花

骨朵。瞧着它的好长势，老两口心里止

不住开心。

据奉贤地方志记载，这位“古爷爷”

是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所赠。彼时董其

昌就读于松江叶榭水月庵，与邬桥吴塘

村金学文为同窗好友。万历年间，董其

昌任礼部尚书，正值金家新居落成。“原

本有两株，一株是绿牡丹，一株是粉牡

丹。绿牡丹在清末我们金家弟兄分家时

移栽而枯死，唯独留下了这株‘粉妆楼’，

因此不敢再移动它。”83岁的守护者金书

林说。

在守护过程中，老夫妻俩也遇到过

绝境。上世纪80年代，乡村要发展，老宅

要拆迁。拆迁后的金家，成了一片荒

地。没有了宅院相护，每逢“古爷爷”开

花之际， （下转3版）

本报讯（记者 蔡倩雯） 3月 13日，

区委副书记、区长袁泉会见中建方程投

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陈颖一行，双方就全面拓展合作领域进

行深入交流。

袁泉指出，当前奉贤立足“新片区西

部门户、南上海城市中心、长三角活力新

城”发展定位，区位优势明显、人才资源

丰富、城市功能完善，为企业发展提供广

阔机遇。奉贤期待与知名企业合作，在

新城建设、产业开发领域等新赛道上进

一步深化合作，融合低碳、绿色、环保、无

废理念，共同打造“数字江海”未来数字

之城，实现奉贤发展带动企业成长，企业

发展带动奉贤经济发展的双赢局面。

陈颖表示，中建方程将充分发挥前

端设计、开发、投资建设全产业链优势，

在新城开发、城市更新、产城融合等领域

强化合作，积极为奉贤新城建设提供更

多服务，主动融入奉贤高质量发展，共同

打造人民城市新典范、中国式现代化新

样式。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顾耀明，副区

长田哲出席。

本报讯（见习记者 陆思婕） 3月14
日，区委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第一时间

传达学习全国两会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

议精神。区委副书记、区长袁泉传达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重要讲话精

神及市委书记陈吉宁在市委常委会扩大

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并讲话。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张培荣、区政协主席陈勇章分别

传达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全国政

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精神。

袁泉指出，要以更高站位，系统谋划

推进工作。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

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深刻

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要在党中央、市委市政府

坚强领导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高效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

展和安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

动奉贤高质量发展。

袁泉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要坚持聚焦实体经济，加

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在生物医药、新能

源汽车、数字经济、新材料等优势特色产

业上持续发力。要坚持聚焦创新驱动，

加快推动基础理论创新、底层技术创新、

颠覆项目创新、跨界融合创新、转移转化

创新，在实践探索中贡献中国式现代化

的“奉贤方案”。

袁泉指出，要以更高标准，全面推动

新城建设。要牢牢把握自贸区临港新片

区国家战略、上海“五个新城”建设重大

战略机遇，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调研新城建设提出的系列要求，在全

国、全市发展大局中找准奉贤定位。要

按照“产城融合、职住平衡、功能完备、生

态宜居、交通便利、治理高效”的要求，加

强规划引领，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功能建

设和产业引入。要坚持人民城市理念，

发挥奉贤后发优势，厚植新城特色，勇创

新城之新，打造人民城市新典范。

袁泉强调，要以更好水平，打造乡村

振兴样板。要围绕“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目标，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

性，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乡村风貌，

彰显乡村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

值、文化价值。要着力推进现代种源农

业、智慧数字农业、生态绿色农业发展，

努力把奉贤打造成为上海现代农业科技

创新核心承载区；要着力推进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建设，持续加快改善乡村人居

环境和农民居住条件，不断提升农村居

民的幸福感、获得感；要着力推进集体经

济壮大、农民持续增收，推动更多资金、

项目等资源向乡村集聚，努力拓宽农民

增收渠道，有效推动全区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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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大力度推动奉贤高质量发展

袁泉会见中建方程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颖

深化地企合作 实现双赢局面

绿色生态梦 百姓来书写
奉贤市民和“古爷爷”的“陪伴日记”

“小积分”激发“大能量”
金汇镇金中社区破解社区基层治理“幸福密码”

□记者 孙 燕

在刚刚过去的“三八”妇女节，

龙湖上海奉贤天街（以下简称“奉

贤天街”）可谓人头攒动、异常火

爆，不仅地下车库车辆爆满，车辆

还溢出到了外面整条街。相比之

下，仅一路之隔的百联南桥购物中

心，则冷清不少，不复往日门庭若

市之景。这一新一老的对比，简单

而直白，却不得不引人深思——面

对区域商业新变化，我们其他的商

业综合体还能留住客人吗？

从一家独大到异军突起
老商业综合体转型已迫在眉睫

2007年，百联南桥购物中心一

期开业，正式拉开奉贤商业综合体

布局序幕。16年间，奉贤积极回应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宝龙

城市广场、奉贤苏宁生活广场先后

拔地而起，成为推进区域商业高质

量发展的一颗颗重要“棋子”。但

随着去年底，奉贤天街开业后，对

已有的商业综合体带来了不少冲

击。临近的百联南桥购物中心更

是首当其冲，“老顾客”们明显感到

“这里人少了”，哪怕以“节日福利”

来招揽人气，“地下停不到车位，地

上满满是人”的热闹也很难追回。

对比方能看出差距。以金海

公路为轴，与其遥相呼应的奉贤天

街，却天天客流爆满。运营方给出

一组数据：开业近三月，不仅创下

接待顾客单日最高 8万人次，还创

下单日营业额650万元的成绩。“在

上海六座‘龙湖天街’中，‘奉贤天

街’已位列第二。”

从“一家独大”，到“三足鼎

立”，再到“异军突起”……奉贤老

牌商业综合体转型已迫在眉睫。

尤其是当奉贤新城正在向“独立的

综合性节点城市”迈进，未来将有

百万人口导入，用“老办法”来应对

“新形势”已显“滞后”。而一座真

正的“消费之城”，意味着能够便

捷、顺畅、全方位地满足多层次消

费需求，用良好的体验度来吸引消

费者，更需要提供超前和优质的商

品和服务，来创造需求，引领需求。

回应市民多元化需求
新商业综合体亮出转型新样本

奉贤天街，给出了一种模式。

结合市民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围绕

“时尚”和“年轻”两大主题，引入首

店经济、体验经济、网红经济等，为

市民创造别样体验。

“这里店很多，川菜、粤菜、苏

菜、浙菜、湘菜、徽菜、本帮菜等一

应俱全，符合多种口味。”“食客”们

将其称为“美食天堂”，“一个小时

也等，毕竟在奉贤其他地方，不太

能吃到。”目前，总建筑面积达到14
万平方米的奉贤天街，首进奉贤的

餐饮品牌达到 75%。“每一家都‘拔

草’的话，就会来好几次了呀。”

首店经济激发出的消费潜能，

远不止餐饮版块。细数品牌，不少

轻奢潮牌、年轻品牌也逐一进入奉

贤。比如，以 MUJI（无印良品）、

Calvin Klein( 卡 尔 文·克 雷 恩）、

Tommy Jeans（汤米希尔费格）为代

表的70多个高颜值品牌，都是首次

入驻奉贤。星巴克臻选店、Wagas
沃歌斯店、Seesaw Coffee店、一绪寿

喜烧，凑凑火锅等一批“网红打卡

店”也逐一亮相。“这些网红店很

火，有些品牌连续几个月销售额都

在百万以上；个别品牌当月销售额

就达两百万以上。”龙湖奉贤天街

项目总经理蔡锦飞介绍，目前，奉

贤天街已有超过250个商户品牌签

约入驻，包含餐饮、零售、生活方

式、亲子、购物等领域，可谓为奉贤

老商业综合体打开了首店经济“新

世界的大门”。

而随着消费主力的更迭，二次

元、潮玩等新兴消费显现，奉贤天

街还在探索打造体验消费、文化消

费、绿色消费等消费新赛道的跨界

复合创新。比如，奉贤天街以“潮

未界，不设限”为开业主题，通过城

市潮流音乐节、青春逗趣社脱口

秀、WOS街舞赛、咖啡主题市集等

深受年轻群体喜爱的多元活动，为

潮尚青年打造一个不设限、无边界

的全新舞台。又比如，正在开展的

潮流序列虚拟艺术展则是奉贤天

街和数字艺术家一起打造的虚拟

艺术展，展现“自然+数字”的魅

力。“我们的定位是南上海潮尚新

地标， （下转3版）

记者记者 石浩南石浩南//摄摄

奉贤商场风云录系列一

奉贤天街为何风景独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