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日前，三峡集团、

阿里巴巴、华为、复旦等12家单

位吹响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

展的集结号，携手结为开发者联

盟，共同为长三角更高质量发展

赋能。

8 月 25 日，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者联

盟正式成立。8月 26日，联盟

在开发者大会开幕式上正式启

动 。 开 发 者 联 盟 将 集 聚 有 意

愿、有能力参与示范区建设的

各类市场主体、专业机构，通过

业界共治形式，为示范区建设

赋能助力。

在 8月 25日下午举行的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开发者联盟成立大会暨第一

次联盟创始成员大会上，联盟创

始成员单位共同签署《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

者联盟盟约》，审议并表决通过

了联盟建设方案、联盟创始成员

名单及秘书处人员名单。复旦

大学作为12家创始成员单位之

一参会并正式签订盟约。上海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改委主

任、示范区理事会秘书长、执委

会主任马春雷出席成立大会，为

12 家创始成员单位授牌并讲

话。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参

加会议并作交流发言。

面对历史性机遇
高校一定能够大有作为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开发者联盟是在示范

区执委会统筹指导下，以市场和

社会专业机构为主体，本着平

等、自愿、互利、共赢的原则共同

发起，致力于以业界共治形式，

推动形成示范区建设能量场，构

建新机制，传播新理念，整合新

资源。探索从项目协同转向全

面一体化合作模式，建立一个全

新的生态经济发展秩序，实现共

商、共建、共管、共享、共赢的目

标，并承担为生态与经济和谐及

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的社会服

务责任。联盟将在市场与政府

之间搭建对话新平台。

在联盟成立大会上，焦扬指

出，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

略，是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完

善我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打造

我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的重

大战略举措。面对这样的历史

性机遇，高校大有可为，也一定

能够大有作为。

焦扬介绍了近年来复旦围

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所做的相

关工作。一是强化创新策源功

能，举全校之力，聚焦集成电路、

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三大重点领

域，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

“卡脖子”瓶颈，围绕“产业链”

布局“创新链”。二是提升咨政

服务能级，成立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研究院，牵头“华东五校”组建

了长三角高校智库联盟。三是

打造融合育人高地，共建一流学

科联合体，共享优质高等教育资

源，共创重大科技创新载体，共

引高层次创新人才，共织国际高

校合作网络。四是推动医疗资

源共享，充分发挥附属医院的优

质资源，与长三角地区医院开展

深入合作，为长三角地区提供

“同质化、高水平”的诊疗。

“长三角是先手棋，示范区

是先手中的先手，理应有更高的

站位和定位，勇担更大的使命和

责任。”焦扬表示，复旦大学将本

着“共商、共建、共治、共享、共

赢”的理念，全力参与到示范区

建设和开发者联盟的各项工作

中来，与各兄弟单位携手，共同

打造一个望得见青山、看得见协

同、带得动发展的具有世界影响

力和号召力的示范区。复旦将

进一步发挥学科优势，加强校

地、校企合作，构筑协同创新体

系，形成全链条式联合攻关平

台；进一步发挥智力优势，为各

类政产学研机构提供更有前瞻

性的发展建言、更有分量的理论

成果和政策建议；进一步发挥育

人优势，为示范区建设和一体化

发展培育更多高层次创新人才；

进一步发挥资源优势，积极推动

长三角教育一体化、医疗一体

化，更好回应人民所需。

复旦签约共建
一体化发展指数研究项目

8 月 26 日上午，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

者大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举行。大会以“跨域一体绿色共

生”为主题，充分展示示范区建

设的开放生态，为加快推动示范

区建设凝聚各界智慧、汇聚各方

力量。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出席

开幕式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

长龚正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开发者联盟首任

轮值执行长中国长江三峡集团

有限公司授牌。

开幕式上，焦扬与其他 11
家创始成员单位负责人一起，共

同启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开发者联盟。同时，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一体化示范

区重大合作项目签约。其中，由

示范区执委会发起，复旦发展研

究院作为研究牵头单位，联合光

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阿

里巴巴（上海）有限公司、联通

（上海）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等

单位共同开展示范区一体化发

展指数体系研究。复旦大学副

校长陈志敏与相关合作单位负

责人一起签约。

本着“优势互补、互利多赢、

发展共融、成果共享”的原则，复

旦牵头项目将充分发挥科研、人

才、资金、数据、传播优势，共同

构建示范区一体化发展指数体

系，科学评估示范区一体化政策

的推进效果，动态监测衡量示范

区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水平和阶

段性特征，综合测评示范区一体

化制度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成果，

为示范区一体化制度集成创新

和生态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强

有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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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阿里巴巴、华为等12家单位吹响集结号

携手结盟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复旦大学将本着“共商、共建、共治、共享、共赢”的理念，全力参与示范区建设和开发

者联盟的各项工作，与各兄弟单位携手，共同打造一个望得见青山、看得见协同、带得动

发展的具有世界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示范区。

本报讯 9月 1日，上海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蒋卓庆

一行参观复旦大学《共产党宣

言》展示馆，带领机关干部开展

“四史”学习教育活动，并就贯彻

落实《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条例》有关科研成果转化专

题，在复旦大学召开调研座谈

会。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校

长许宁生、常务副校长金力，市

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赵卫星，以及

相关专家代表出席座谈会。

蒋卓庆表示，复旦大学《共

产党宣言》展示馆是上海宝贵的

红色资源，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进一步牢记

党的初心和使命、坚守共产党人

的精神家园。他指出，要根据复

旦大学在生物医药产业研发方

面的基础学科优势和下一步发

展需求，加强资源整合和平台建

设，创新体制机制，与本市产业

主管部门和工作专班建立有效

政校合作机制，有力促进生物医

药领域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焦 扬 介 绍 了 学 校 基 本 情

况。她表示，复旦的发展得益于

上海、受惠于上海，复旦有责任

回报上海，服务上海发展就是服

务国家战略。近年来，学校紧跟

国家重大战略步伐，将自身发展

同上海发展紧密结合、同频共

振，集聚优势资源，布局学科前

沿，围绕科技创新、区域发展和

城市治理等方面积极开展基础

性研究，以科技创新催生发展新

动能。学校将按照中央部署和

市委市政府要求，加快推进“双

一流”建设，大力提升自主创新

能力、全力支撑科技创新策源功

能，代表上海高校、中国高校全

力以赴参与全球竞争，为国家和

上海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高素质创新人才。

许宁生在交流发言中对科

研成果转化的制度设计和相关

立法提出建议。他表示，上海科

创中心建设为高校科研成果转

化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近年

来市委市政府出台多项政策，为

高校畅通渠道、搭建平台，上海

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列。复旦大

学对标重大战略需求，主动承担

国家任务，着力解决“卡脖子”问

题，并加大成果转化力度，积极

推进重点领域前沿研究成果落

地。学校将进一步完善成果转

化的方案和流程，创新体制机

制，打通产业化转化的通道，构

建长链条、有组织的科研及成果

转化体系。

金力汇报了学校科研成果

转化工作情况，并重点介绍了特

色做法和探索。 文 / 李沁园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蒋卓庆一行
在复旦专题调研科研成果转化

本报讯 9 月 7 日，上海市

政协组织在沪全国政协委员来

到复旦大学开展“建设高素质

创新型高校教师队伍”协同视

察，并召开座谈会，总结经验做

法，分析问题挑战，提出意见建

议，助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在 沪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召 集

人、市政协主席董云虎参加视

察。全国政协常委、市政协副

主席张恩迪主持座谈会。复旦

大学党委书记焦扬，全国政协

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杨振斌，同济大学党委书记方

守恩等高校负责人出席。市政

协秘书长贝晓曦、副秘书长袁

鹰、市教委主任王平、副主任李

永智，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许

征、金海燕、周亚明等参加。

董云虎一行首先参观《共产

党宣言》展示馆，并肯定了复旦

大学对红色资源的挖掘和以红

色基因育人的工作。随后，董云

虎一行来到智库楼，参观复旦大

学智库成果展，听取复旦大学副

校长陈志敏介绍复旦大学智库

相关情况。在逸夫科技楼，董云

虎一行在“两大工程”及复旦大

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展前驻

足，6大研究系列、38个研究项

目、百人研究团队、三年滚动研

究，目前“两大工程”丛书已出版

10种，形成新时代理论研究的

系统性成果。

座 谈 会 上 ，董 云 虎 说 ，高

素质创新型高校教师队伍是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最核心、最关键、最宝贵的

战略资源。焦扬在发言中表

示，近年来，复旦大学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

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论

述，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和教师

成长规律，努力写好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的“奋进之笔”，为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提供基础支撑。

与会的沪上高校有关负责

人交流了本校教师队伍建设的

主要情况和特色做法，并提出

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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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主席董云虎一行来复旦
协同助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