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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又一次在中国新年赢得了开门红，春节假期落幕时，承载中国
人科幻理想的《流浪地球》已收获了20亿元票房；都有较高完成度的《疯狂的
外星人》与《飞驰人生》分别过了14亿元和10亿元；档期总共八部影片里，有
七部票房迈过亿元

■ 与前两年相比，己亥年的开门红又是气质不同的。如果说过去几年大银
幕的增长让中国电影能在春节时分凭“人口红利”屡创新高，那么今年发生的诸
多新现象，如类型拓宽、品质提升、增速放缓都指向了中国电影的结构性变化

■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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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非洲联盟首脑会议致贺电
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 10 日致电祝贺非洲联盟

第 32 届首脑会议在亚的斯亚贝巴

召开 。

习近平指出， 非洲联盟是非洲联

合自强的旗帜。 去年以来， 在非洲联

盟引领下， 非洲一体化进程取得重大

进展， 非洲国家在重要国际和地区问

题上继续一致发声， 非洲国际影响不

断提升。 我对此表示热烈祝贺， 衷心

祝愿非洲联盟团结带领非洲国家不断

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习近平强调， 去年 9 月， 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取得巨大成功， 我同

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领导人共襄盛

举， 为中非关系发展谋划蓝图。 中方

愿同非方携手努力， 以落实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 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同落实非洲联盟 《2063

年议程 》 、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深入

对接 ， 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

运共同体 ，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出更大贡献 。

营商环境改革，让上海的竞争力大踏步迈进
在过去一年改革的基础上，上海又提出88项举措和建议，继续大幅压减办成一件事的时间、费用、材料、环节

对标最高标准，压减企业“硬成本”

上海优化营商环境的立足点， 是要更好地

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 让全世界看到

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由此， 上海

必须与国际最高标准、 最好水平进行对标， 找

到差距、 补齐短板。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的

评估内容就是一把国际公认的标尺。

世界银行对营商环境的评估 ， 涵盖 10 个

评价维度。 其中， 获得信贷、 办理破产、 保护

少数投资者 、 执行合同 4 项指标属于国家事

权； 上海围绕其余 6 项指标推进一系列相关改

革， 显著提升了服务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能力。

改革成效最直观的体现， 就是时间、 费用

等企业经营 “硬成本 ” 的压缩 。 与上一年相

比 ， 在上海 ， 新开办一家企业所需时间从 22

天减少为 9 天 ， 获得施工许可由 279 天缩到

169.5 天， 用气报装从 87 个工作日减至不超过

15 个工作日……

效率的提升， 动力来自审批后台流程的大

幅压减。比如，开办企业的流程，现在是4个，之

前是7个；办理施工许可，从23个环节减少到19

个；获得电力的手续，从5项减少到3项；用气报

装所需环节，从6个砍到3个……

压缩办事流程， 终究会达到极限； 根据企

业需求， 对政府运作方式中的不合理部分进行

优化梳理， 才能不断释放改革带来的 “效率红

利”。 上海重点依托 “互联网+政务” 服务， 推

进跨部门的流程再造： 一方面， 在许多涉企部

门推出 “一窗通” 平台， 强调 “只跑一次、 一

次办成 ”； 另一方面则努力打破 “信息烟囱 ”

和 “数据孤岛 ” ， 协调跨部门审批 ， 使其从

“串联” 变为 “并联”。

对于上海的变化， 世界银行相关专家给予

高度评价，认为这些改革措施务实有力，为其他

经济体带来了许多启发。据统计，过去一年 ，上

海共吸纳世界银行24项改革建议， 推出43个专

项政策和配套文件，开发20个跨部门信息系统，

争取到8个国家事权改革事项试点。

秉持“店小二 ”理念 ，优化政府
管理流程

无论是用历史视角， 还是着眼于未来， 上

海都需要以提升营商环境为抓手， 不断增强城

市的竞争力、 吸引力、 创造力 。 上海的目标 ，

绝不只是为了答好世界银行的 “考卷 ”， 改革

举措也不会局限于世界银行的考量。

过去一年， 围绕营商环境， 上海在各个领

域、 各个层面系统深入推进改革， 从内到外打

造服务型政府。 就连世界银行的专家也承认 ，

上海所做的已远超营商环境报告的评估范围。

以建设 “智慧政府” 为目标， 上海去年全

面推进 “一网通办”， 形成了全覆盖、 全口径、

全方位、 全渠道的政务服务窗口。 截至去年年

底， 上海市区两级政府的所有审批事项， 以及

3000 多项服务事项都已接入 “一网通办” 总门

户， 全市企业日均通过 “一网通办 ” 办事 7.5

万件。

以 “减证减照” 为核心， 上海不断深化证

照分离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 同时， 推行包容

审慎的监管制度 ， 以期为所谓 “四新经济 ”

（新技术、 新产业、 新模式 、 新业态 ） 的发展

创造优良环境。 茛 下转第五版

■上海全面实施优化营商
环境专项行动， 先行先试一
批营商环境改革举措， 提升
了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

助力我国在世界银行营商环
境报告中的排名从 78 位提升
到 46位。 去年， 申城在建设
国际消费城市的过程中， 新
集聚了品牌首店达 835 家 ，

国际零售商集聚度升至全球
第二位

申城去年新集聚
品牌首店835家作为城市重要的软实力， 上海的

营商环境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

市民买房子要拿产证， 等候时间从40

多天缩短到5天； 创业者新设公司，原
先必须挨个跑工商 、公安 、税务 ，现在
多窗归并为 “一网一窗 ”；小微企业申
请电力，过去要花差不多20万元，现在
则是零支出； 出口货物走一遍申报流
程，以前要24小时，现在是30分钟……

正是凭借着日积月累的点滴进
步，上海的竞争力大踏步迈进。根据去
年四季度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营商环
境报告，中国排名大幅跃升32位，首次
进入全球前50位；该项评估中，上海作
为权重高达55%的样本城市，做出了应
有的贡献。

事实上，过去的一年被各界称为上
海的“营商环境改革年”。按照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的指
示和中央总体部署， 上海对标世界一
流标准，借鉴各地优秀经验，正全方位
推进改革开放再出发。

■代表委员走基层

长三角区域全国人大代表
首次联合视察太湖治理

“打捞”太湖水
给蓝藻找未来

■ 为了在2019年全国两会上
提出更有分量的建议，长三角区域
三省一市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去年
12月起就“太湖流域水环境治理”

展开实地视察，这也是长三角区域
全国人大代表首次进行联合视察。

代表们在无锡、苏州、嘉兴、湖州等
地了解太湖水环境的治理情况，并
提出相应建议

公共文化场所累计接待
游客77万人次

文化旅游消费
增长势头强劲

■ 除了传统的餐饮和商业消
费之外，文化旅游消费增长势头强
劲。据统计，全市主要旅游景区点
累计接待游客477万人次，同比增
长25.2%；84家博物馆累计接待
游客59.56万人次 ， 同比增长
30%；29家美术馆共举办52场展
览，累计接待观众14万人次

在多彩文化年俗中收获中国年的幸福
春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运行，接待总人数4.15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139亿元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己亥新春，人们的文

化乡愁浓烈释放。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旅

途———成为越发确证的文化年俗。

在文化和旅游市场日益繁荣的今天，人们

对“年味”的理解、对过年方式的选择也更为丰

富多元。有人向往远方，世界真大，值得看看；

有人渴望故乡深度游， 此心安处才是吾乡；也

有的人，“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

身未远，心已千里。

2019年春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

体实现“安全、有序、优质、高效、文明”目标。综

合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通讯运营商、线上旅行

服务商的数据，经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

游部数据中心）综合测算，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

4.15亿人次，同比增长7.6%；实现旅游收入5139亿

元，同比增长8.2%，文化和旅游市场繁荣有序。

全国各地的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收获着中

国年的幸福。

传统民俗和传统文化牢牢占
据春节文旅活动的中枢

旅游过年俨然是近年来的新民俗之一 。

不过无论我们的方向为何， 亲情团聚、 敬老

慈幼等这些世代相传的优秀文化因子， 都是

我们出发的原点 。 因此 ， 家庭游 、 敬老游 、

亲子游、 文化休闲游成为节日期间主流的旅

游休闲方式。

春节期间，各地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惠

民活动，营造春节气氛。多彩各异的活动里，传

统民俗和传统文化牢牢占据着春节文旅活动

的中枢。

北京、山西、内蒙古等12个省（区、市）开展

“非遗过大年、文化进万家”系列文化活动；安

徽举办彩灯大会、舞龙舞狮、抖空竹等民俗体

验活动 ；广东的广府庙会 、迎春花市 、醒狮贺

岁、客家山歌、采茶戏等非遗项目让游客流连

忘返。目不暇接的小吃，琳琅满目的民间工艺

品，也将传统文化播撒到更多人心里。

此外，“博物馆里过大年”也受到了广大游

客和市民的广泛欢迎。追寻古老中华文明的根

脉，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成为不少游客

的共同选择。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

部数据中心）调查，春节期间参观博物馆、美术

馆、图书馆和科技馆、历史文化街区的游客比

例分别达40.5%、44.2%、40.6%和18.4%， 观看

各类文化演出的游客达到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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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城年味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春节假期里的田子坊洋溢着浓浓的喜庆气氛。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六天票房初报57.9亿元，刷新2018年纪录；比市场扩容更受业界关注的是创作提质

不一样的“开门红”凸显中国电影结构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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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上海兴业太古汇的星巴克

臻选烘焙工坊在开放式空间内引入咖啡

加工流水线、厨房、餐厅，甚至衍生品超

市等业态。 这种新零售形态让消费者兴

奋，却给监管出难题。依靠市区政府和多

部门的协同努力，烘焙工坊顺利开业，成

为政府审批创新的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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