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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多云 温度:最低10℃ 最高14℃ 偏北风4-5级
明天 多云 温度:最低8℃ 最高16℃ 东南风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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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更多民营企业做大做强走向世界
应勇走访调研部分民营企业指出切实为民营企业降本减负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昨天

下午走访调研本市部分民营企业。 应勇

指出， 民营经济作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力量， 对上海发展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民营企业座谈会和考察上海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在市委的领导下，加快推进本市

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27条”举措落实

落地， 努力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 融资

贵，切实为民营企业降本减负，大力支持

民营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 为民营经济

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公平的市场

环境、一流的营商环境，推动更多民营企

业在上海做大做强、走向世界。

下午， 应勇与副市长吴清一行首先

来到上海随易网络有限公司。 该企业打

造的食行生鲜社区智慧微菜场，采用“互

联网+菜篮子”新模式，已覆盖全市1700

多个社区站点， 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便

捷地购买生鲜食品。

茛 下转第二版

■ 在“文房四宝”中，素有“笔墨纸砚”之序，笔排在首
位，不是因为价值居首，而是制笔的用料和工艺过于严苛。

即便在工业化如此发达的今天， 湖笔仍延续着千百年来代
代相传的古法制作工艺

坚持严谨传统制作技艺，守住独有的“锋颖”

120道工序成就一支湖笔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巡礼譿訛

习近平结束出访回到北京
昨在马尼拉会见菲律宾众议长和参议长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11月21日

下午， 在结束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

国、 文莱达鲁萨兰国、 菲律宾共和国

国事访问， 在巴新同建交太平洋岛国

领导人会晤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

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 国家主

席习近平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

长王毅，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

机抵达。

当地时间21日下午，习近平离开马

尼拉启程回国。菲律宾政府高级官员到

机场送行。

离开马尼拉前，习近平还亲切会见

旅菲华侨华人代表，鼓励他们为菲律宾

发展和中菲友好合作作出新贡献。

本报马尼拉11月21日专电 （驻马

尼拉记者谢佳君）国家主席习近平21日

在马尼拉会见菲律宾众议长阿罗约和

参议长索托。 茛 下转第三版

艺术节成为全球优质演艺资源集聚的盛会
一月间，45台中外剧（节）目上演，演出交易会达成541个演艺交易意向

今晚，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在

古巴国家芭蕾舞团的舞剧 《堂·吉诃

德》中落下帷幕。一个多月里，45台中

外剧（节）目在主板块上演，12个展览

在全城铺开，350多项系列活动延伸至

无锡、宁波、合肥等几个分会场，另有

53个国家与地区的460家机构参与演

出交易会， 达成541个演艺交易意向，

较去年增长约百分之十。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即将落幕，

而全球制作人艺术家这一次的相聚，

已然为这座城市的观众和世界舞台酝

酿着下一次的绽放。 透过对全球优质

演艺资源的集聚， 在打造亚洲演艺之

都的进程中， 上海欢迎并期待着全球

一流的演艺制作人、艺术家在此看戏、

做戏、买戏、卖戏。

“打飞的”看戏的不只是
懂戏的普通观众， 更有全球
顶尖艺术家与机构掌门人

艺术节临近尾声时，一部罗伯特·

威尔逊的新作《睡魔》不仅在上海掀起

了又一个观演小高潮， 也刷新着全球

艺术界的朋友圈。全凭口口相传，匈牙

利布达佩斯大艺术宫CEO恰巴·卡尔、

奥斯卡金像

奖得主叶锦

添等业界名

流 “打飞的”

前来看戏。能

让艺术界为

之沸腾，是作

品的艺术水准———这位77岁先锋大导携

手德国杜塞尔多夫戏剧院， 以其独特瑰

丽的想象力惊艳观众 ； 更因演出的珍

贵———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总裁王

隽很自豪 ：“这部剧去年在德国刚刚上

演，此前只在芬兰艺术节亮相，紧接着就

是这一次的亚洲首演。”

又何止亚洲首演，即便在欧洲，这部

剧也是想见而不得。“怪老头” 愿意远渡

重洋，得益于与艺术节的良好互动。这里

的观众能欣赏他张扬诡谲的创想： 去年

他自导自演的《关于无的演讲》展示戏剧

“沉默的力量”， 今年则以近乎癫狂的表

演诠释霍夫曼小说中的深层思辨。 而艺

术节也能满足他近乎苛刻的舞台要求：

艺术节为该剧所动用的剧场版调音台，

以精准程式控制声效， 让精通舞台技术

的“老法师”都感慨国内罕见，这才有了

演出现场震撼的音乐声场效果。

整个艺术节期间“打飞的”来沪看演

出、做节目的艺术大家名单能列一长串：

澳大利亚墨尔本艺术节艺术总监乔纳

森·霍洛威、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总经

理尼古拉斯·肯扬、瑞士琉森音乐节艺

术总监米歇尔·海弗利格……而其中，

乔纳森更是完成了24小时来回的 “不

可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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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今天闭幕

■本报记者 黄启哲

本届艺术节不仅有大师名团经典向普通观众普及高雅艺术，同时也有一系列展现当代国际舞台创作最新趋势的作品吸引专业观众与业界人士。图为澳大利

亚国家芭蕾舞团于2015年重新改编制作的《睡美人》的演出照片。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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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支由两院院士、高校校

长和顶尖医学家组成的 “名医天

团”，将齐聚上海市卫生系统青年人

才奖励基金会（简称“青基会”）成立

30年暨 “医务青年成才之路的成功

探索”高峰论坛。这群“医学大咖”因

“青基会”主办的银蛇奖而来，他们

是历届获奖者。

今年是银蛇奖设立 30年 。30

年里，从银蛇奖历届获奖者中走出

了七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

士及一大批名医大家 、 学科带头

人……银蛇奖已成为上海卫生系

统青年人才的最高荣誉， 更被誉为

沪上名医孵化机、助推器。

这个奖与文汇报颇有渊源 。30

年前，文汇报是银蛇奖发起单位之一；

30年来， 文汇报始终关心银蛇奖评选

及其背后的青年医学人才培养话题。

有人说，银蛇奖的价值已超越奖项本

身，“银蛇效应”着实耐人寻味。

一大批名医大家由此走出

“对银蛇奖我很熟悉，因为我本

人也有幸获得第二届银蛇奖的一等

奖。当时，我从法国学成归来不久，能

获此奖项感到很受鼓舞。” 今年10月

《从银蛇奖到沪上名医》出版，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

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在该书序言

中如此写道。1990年，37岁的他是第

二届银蛇奖一等奖唯一获奖者。

创设之初， 银蛇奖就明确是一

个面向40岁以下青年医生的奖项。

不过，对青年医生来说，要获得银蛇

奖， 竞争一直是激烈的。1993年，长

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 中国工程院

院士李兆申摘得第四届银蛇奖二等

奖；1999年，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 中国科

学院院士陈国强在第七届银蛇奖评

选中， 拿的也是二等奖……这一独

特的“二等奖现象”，凸显出银蛇奖

货真价实的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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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 日本企业认为，中国的消费正朝着高质量化方向发展，也为广大日本企业
提供了更大的商机。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产品是日本企业目前较有优势的行
业，日本企业一定要抓住机遇

■ “德国之声”的报道指出，中国已连续两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在
德国的汽车企业看来，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销售市场

■ 众多墨西哥企业对进入中国市场充满期待。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墨西哥
企业参与到进博会之中。中国开放、包容的迎接姿态展现了大国的气质

■ 巴西参加本届进博会的近90家企业均对进博会的组织及参展成果感到“非常满意”，其中绝大
多数企业在反馈调查中认为进博会成果“超出预期”

■ 印度有关方面表示，进博会为中印经贸关系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相信这届盛会将进一步推动
两国经贸关系积极健康地发展，并带来更多的人文交流

■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综述

■本报驻东京记者 刘洪亮
本报驻柏林记者 赵海博
本报驻墨西哥城记者 周俊羽
本报驻巴西利亚记者 张峻榕
本报驻印度记者 章华龙

多国企业已预订下届进博会之行
参展成果“超出预期”，体会到中国践行经济全球化承诺的诚意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圆满收

官， 众多海外参展企业在进博会上取

得了丰硕成果。对于首届进博会，多国

参展商、 组织参展的政府官员及国际

舆论纷纷点赞， 表示这是一场成功的

盛会， 他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市场蕴藏

的巨大潜力，并期待明年再赴上海，再

赴进博会之约。

日本
—业纷纷提交明年参展申请

谈到日本企业在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上的收获， 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的负责人兴奋地连称，“非常非常成

功，收获远超预期。”日本经济产业副

大臣、代表团团长矶崎仁彦先生表示，

日本非常看重中国市场蕴藏的巨大潜

力， 进博会的举办将进一步促进世界

经济的发展。 日本企业在此次参展中

打出了 “匠心×创新 ”的口号 ，展出了来

自日本的传统工艺产品， 以及体现高科

技水准的各种最新产品， 期待能与中国

消费产生良性互动，寻求更大商机。

日本此次共有约450家企业参加了

进博会，成为参展商最多的国家。在日本

贸易振兴机构所负责的260家参展厂商

（团体 ）中 ，有近八成是中小企业 。据介

绍， 目前日本企业的最终签约成果仍在

统计之中，但仅在进博会前两天，就有上

万次商业洽谈， 达成签约或采购意向的

达1700项之多，合同金额超过26亿日元。

由于日本参展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商

品一般都单价偏低， 所以能取得这一成

绩已经是非常好的收获了。

日本企业认为， 中国的消费正在朝

着高质量化方向发展， 也为广大日本企

业提供了更大的商机。人工智能、工业机

器人等产品是日本企业目前较有优势的

行业，参展商欧姆龙公司认为，日本企业

一定要抓住机遇， 中国的庞大市场在这

个领域有着巨大的潜力。

由于是首次参加这么大规模的国际

进口博览会，所以，展出什么产品、如何

与中国消费者打交道， 是困扰参展日企

的问题。比如，三菱重工展位的火箭和飞

机的展示很少有买主光顾， 而空调和发

电设备摊位却人满为患。 当有买主提出

直接购买车辆解体设备时， 日立公司的

现场解说不得不紧急呼唤负责销售的人

员前往展台接单， 因为企业方面从未考

虑过会出现“现场交易”的局面。

在参加首届进博会取得丰硕成果

后， 日本企业纷纷开始为明年的参展做

准备。 在11月10日首届进博会闭幕的当

天，理光公司就签署了明年参展的合同，

并将展位面积由今年的100平方米扩

展到400平方米，同时还宣布明年将展

示该公司研制的包括生物3D打印机

在内的最新研发成果。 而今年持观望

态度的资生堂公司在参观了展览后，

当即决定提交明年参展的申请。 在今

年进博会成果的带动下， 相信明年的

参展竞争会更加激烈。

德国
—届进博会组织堪称“完美”

诸多德国企业对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反应积极。据“德国之声”报

道称，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组织

堪称完美，5500名志愿者们为参展商

和参观者提供了周道的服务。 报道认

为，中国通过进博会向外界表明，中国

的经济不仅仅以出口为导向， 还愿意

用出口挣来的钱进行全球采购。

德国清洁设

备制造商凯驰在

接受“德国之声”

采访时表示 ，此

次进博会取得了

惊人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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