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27 日，工作人员在查看混合磁体装置现场。当
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在安徽
合肥通过验收，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法国、荷兰、日本之后
第五个拥有稳态强磁场的国家。

新华社记者刘军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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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地图上，长江如同一条
巨龙，从青藏高原蜿蜒 6300 多公
里直奔大海，长三角就处在这条巨
龙入海处。在中国经济版图上，长
三角又是当之无愧的我国综合实
力最强的地区。

2016年 1月 5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上强调，要优化长江经济带城市群
布局，坚持大中小结合、东中西联
动，依托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这
三大城市群带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上海自贸区、浙江自贸区、张
江国家科学中心、合肥国家科学中
心、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苏
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立足
国家战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长三角区
域的改革开放风起云涌、快马争
先，正朝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
级城市群稳步迈进。

谋篇布局：站上新高度，实施
新蓝图

上海自贸区保税片区的综合
服务大厅，已不复见当初的人山人
海。“因为实行网上预约，现在最长
等待时间只需 10分钟。”浦东市场
监管局保税区分局企业注册科副
科长王连凤说。

在王连凤看来，“变化”是自贸
区运行近 4年来令人感受最深的
地方。在窗口服务领域，“基本上
每个月都有新政推出”。一口受
理、网上推送、并联审批……源源
不断的体制机制创新，从自贸区走
向长三角、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范
围。

观大势，谋全局。以开放创新
引领，长三角的世界级城市群建设
落子如飞。特别是 2016年 6月国
务院发布《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
规划》以来，长三角更是迎来了全
面协同、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区域合作主题和平台不
断丰富。长三角已经形成了“三级
运作”的区域合作机制：决策层是

“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协
调层是“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
席会议”，执行层是各种重点合作
专题组。

目前，长三角共有交通、能源、
信息、科技、环保、信用、人社、金
融、涉外服务、产业、城市和食品安
全等 12个合作专题，并根据合作
任务进行动态调整和深化。

——都市圈建设突破行政区
划限制。根据规划，长三角要发挥
上海龙头带动的核心作用，推动南
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
圈、苏锡常都市圈、宁波都市圈的
同城化发展。

现在，上海地铁 11 号线已延
伸至江苏昆山的花桥站，成为国内
第一条跨省地铁。以交通一体化
为依托，越来越多住在上海的人才
愿意前往昆山工作。

浙江今年 3 月宣布在嘉兴设
立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嘉兴军
民合用机场被纳入上海机场建设

“一轴两翼”规划。与上海轨道交

通网络对接的方案，今年要完成编
制。

——产业协同协作能力持续
增强。以产业园区共建为载体，长
三角区域的产业转型升级稳步推
进。浙江嘉兴有 15个省级以上开
发区，与上海重点平台签订合作协
议。大飞机项目落户上海后，江苏
镇江主动对接，为大飞机提供航空
座椅、舷梯等配件。目前镇江已成
立航空航天产业园，成功引进近30
个涉航项目，总投资超过 100 亿
元。

“上有国家鼓励和支持，下有
民意支撑和推动，长三角城市群建
设持续加速。如果以前叫做普遍
发展阶段，现在已进入攻坚克难阶
段。”安徽省合作交流办长三角合
作处处长宋帆表示，诸如畅通省际

“断头路”、医保异地结算及公共服
务一体化等难点问题，正在得到逐
步解决。

同舟奋楫：打造新宽度，迎接
新机遇

王俊峰、刘青松、刘静……8名
在美国打拼了十年的哈佛博士后，
因为看到了共同的机遇，先后从美
国波士顿回到安徽合肥的“科学
岛”，在崭新的平台上挑战前沿科
研领域。

“科学岛”的魅力，来自合肥正
在建设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安徽省科技厅副厅长罗平表示，合
肥已拥有同步辐射、全超导托卡马
克和稳态强磁场 3个大科学装置，
未来将构建从源头创新到技术开
发、从成果转化到创新创业的全链
条创新体系。

合肥被纳入长三角城市群，意
味着长三角的范围已经从传统的

“两省一市”扩展到目前的“三省一
市”。作为南京都市圈成员、合肥
都市圈核心城市的安徽芜湖，开始

“品尝”城市群融合发展的“盛
宴”。近一年来，不断有亿元级的
大项目落户芜湖，其中不乏博世、
大陆集团、麦格纳等世界五百强汽
车零部件企业。

作为苏北地区离上海最近的
市，盐城也是长三角“新成员”。今
年上半年，江苏科行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等多家企业组团到上海，与60
多家投资机构交流对接。科行董
事长刘怀平感慨道，如果不是盐城
与上海两地政府紧密互动，难以想
象有如此高效的平台，可以帮助企
业解决金融资源等方面的欠缺。

不仅盐城的企业走出去寻找
机会，“上海元素”也在盐城“扎
根”。上海银行在盐城设立了分
行，行长胡友联认为，盐城分行的
成立为都市圈的对接创造了有利
条件。根据合作协议，未来三年上
海银行将向盐城提供不低于 300
亿元人民币综合融资。

“一年多来，长三角 26个城市
的互动越来越密切。”江苏长江经
济带研究院院长成长春认为，长三
角城市群未来将在科技创新、现代
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等发展定位

上实现突破，在此过程中，每个城
市都将会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破除藩篱：体制机制融合，激
发“生态圈”效应

在嘉兴市第二医院，市民张凤
英刚看完精神内科上海专家门
诊。“上海的专家医术水平高，看病
更专业。以前到上海看专家，非常
不方便。如今在家门口，就可以挂
到上海专家号。”

张凤英的“获得感”，来自沪浙
两地在医疗、交通等一系列公共服
务领域的接轨。目前，嘉兴市与上
海三家医疗机构建立了“点对点”
医保联网结算合作关系，通过系统
直联方式让参保市民在合作的上
海医院进行刷卡结算。此外，嘉兴
的市民卡和公交卡在上海地铁、公
交等公共交通领域也实现了一卡
通。

嘉兴是一个缩影。一年多来，
长三角区域合作正加快从有形的
硬件接轨，转向无形的“软件”和制
度层面的融合。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郁鸿胜分
析认为，转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
面”：由有限范围向以市场为主体
的区域一体化转变，由自发活动向
自觉规范的体制对接转变，由政府
单个部门向多个部门及社会协同
推进转变，由经济合作向经济社会
文化等全面合作转变。

体制融合，带来的是愈来愈明
显的“生态圈”效应。

在科技部等部委指导下，近年
来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推进大型
科学仪器、科技文献、专业技术服
务、资源条件保障和技术转移系统
等五个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建设。
截 至 2016 年 底 ，沪 苏 皖 浙 有 近
1500家单位、17000多台（套）大型
科学仪器设施入网，有效减少区域
内科研设备购置的重复投入。

在仪器共享的基础上，长三角
探索“创新券”在区域内的通用通兑
机制。目前，上海与浙江的湖州长
兴、嘉兴海宁、江苏宿迁、无锡高新
区等，已实现了“创新券”的通用通
兑，降低了创新创业活动的成本。

体制机制融合也为长三角城
市群改善生态环境提供了新支
撑。三省一市共同开展大气污染
源清单调查，建立重污染天气预警
应急处置协作机制。统计显示，今
年 1-8月，长三角区域 PM2.5浓度
为 43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6.5%；PM10 浓度为 70 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7.9%。

在全球化时代，城市群越来越
成为一国综合竞争力的象征。“长
三角城市群要立足通江达海的区
位优势，当好长江经济带的龙头。”
上海市市长应勇说。

（新华社记者 姜微 雷敏 张紫
赟 何欣荣张展鹏 屈凌燕）

新华社澳门9月27日电（记者 王晨曦）澳门特区公报
27日刊登行政命令，行政长官崔世安依法委任第六届立法
会7名议员。至此，澳门特区第六届立法会33名议员全部
产生。

澳门特区公报刊登的第 92/2017号行政命令显示，崔
世安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五十条，并根据《澳
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选举制度》，委任马志成、庞川、胡祖
杰、柳智毅、冯家超、邱庭彪、陈华强为第六届立法会议员。

澳门特区第六届立法会选举于17日进行投票，初步结
果于18日凌晨揭晓，产生了14名直选议员和12名间选议
员。选举总核算结果于 19日公布，14名直选议员和 12名
间选议员的当选结果不变。加上此次公布的 7名委任议
员，第六届立法会33名议员全部产生。

澳门特区第六届立法会的任期从 2017年 10月开始，
任期4年。

澳门公布7名委任议员名单

长三角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纪实

（上接A01版）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充分肯定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取得的成绩，对广大文艺工作者
寄予殷切希望，为我们做好新形势下文艺工作提供了重要
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思想，倾心倾力
投身创作，聚精会神锻造精品，以更多扛鼎之作筑就中华
文化新高峰。要聚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主题，浓墨重彩反映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讲好精彩的中国故事，反映中国道路的独特优
势。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
向未来，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用文艺的力
量感召人鼓舞人。要满腔热忱为人民抒写抒情抒怀，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持续发扬“走转改”精神，让我
们的文艺接地气有生气。要着力提高文艺原创能力，推进
文艺内容形式、体裁题材、手段方法、业态样式创新，发挥
好文艺评论评奖作用，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要加强对文艺创作生产的组织领导，认真贯彻党的文
艺方针政策，尊重文艺工作规律，健全符合文艺特点的规
划引导机制。加强文艺单位党的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加
强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引导文艺工作者把社会效益
放在首位，自觉履行社会责任。要把“五个一工程”获奖作
品宣传展示与迎接党的十九大主题宣传结合起来，为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浓厚文化氛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会上传达
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并主持会议。

会上，16家组织工作先进单位和 67部获奖作品受到
表彰，部分获奖代表发言。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参评单位、部分
中央宣传文化单位负责同志，评委代表，获奖作品创作生
产单位、艺术家代表等约300人参加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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