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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火星关键一步，“天问一号”完成深空机动
北京时间昨天23时，在我国首次火星探测

任务飞行控制团队控制下，“天问一号”探测器

主发动机点火工作480余秒， 顺利完成深空机

动。此次轨道机动在距离地球大约2940万公里

的深空实施。至此，探测器的飞行轨道变为能

够准确被火星捕获的、 与火星精确相交的轨

道。 探测器将在当前轨道飞行约4个月后与火

星交会，其间将实施两到三次轨道中途修正。

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火星环绕器团

队介绍， 深空机动是指在地火转移段实施的

一次变轨机动。 通过深空机动可以改变探测

器原有的飞行速度和方向， 使其能够沿着变

轨后的轨道顺利飞行至火星。 通过使用深空

机动进行轨道设计和轨道控制， 八院火星环

绕器团队不但成功增加了探测器的推进剂携

带量，还实现了三方面的目标。

首先， 深空机动将一个大的捕获速度增

量分解为两次相对较小的速度增量， 有利于

减小发动机单次工作时间， 保证发动机工作

的可靠性 ； 同时 ， 深空机动的实施有利于

3000N发动机的标定，过程中可对3000N大发

动机进行推力和比冲标定， 而精确的发动机

标定参数可以更好确保火星捕获的精度；另

外，八院火星环绕器研制团队借此实现了对探

测器到达时间的优化，能得到更加有利的捕获

点处的光照条件和通信条件，也使捕获时探测

器经历的火影时间（探测器进入太阳光被火星

遮挡的阴影区）和通信盲区时间更短。

执行深空机动任务， 需要八院火星环绕

器团队根据预定到达火星时间、 轨道参数与

即时测控定轨参数制定深空机动变轨策略，

完成对应的探测器姿态和轨道控制， 确保探

测器在深空机动后处于与火星精确相交的轨

道上。 为了完成地面测控的精密定轨和器上

精确自主的轨道控制，本次深空机动中，地面

对探测器的定轨任务由我国深空测控站和天

文台共同完成， 准确保证了探测器变轨的精

密定轨需求。同时，为了能够精确自主控制轨

道，火星环绕器装备了高精度陀螺、加速度计

以及具备故障识别与自主处理能力的器上计

算机，充分保证轨控的精度和可靠性。

本次深空机动中， 环绕器瞄准的制动捕

获时火星的位置距离环绕器约3亿公里远，误

差控制约200公里，相当于北京到上海约1200

公里距离中瞄准一个直径约0.8米的目标。在

八院火星环绕器团队的不懈努力下， 此次深

空机动控制的实际精度优于设计指标。

后续，团队将根据探测器实际飞行状态，

迭代优化中途修正策略， 利用中途修正持续

对到达火星的轨道再进行精确修正。

■本报记者 徐晶卉 实习生 陈嘉妮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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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许旸）刚刚过去的

中秋国庆黄金周， 上海出版物零售市

场迎来消费热潮。昨天，上海市书刊发

行行业协会发布对上海129家大中型

实体书店的监测报告，数据显示，10月

1日至8日店面销售达1327万元， 客流

量41万人次，销售、客流普遍上涨，部

分甚至超过去年同期一倍。

其中，不少“网红”书店人气高涨，

光的空间·新华书店客流3.4万人次 ，

2019年为2.8万人次，增幅达21%；大隐

湖畔书局客流3.4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

增加64%。业内分析，受疫情影响，选择

在上海度过长假的市民大增，进入书店

进行文化消费的客流也水涨船高。

与去年同期相比， 今年上海出版

物市场销售基本面恢复约 80% ，有

40%书店销售出现上涨。其中，思南书

局、朵云书院广富林店销售大幅上涨，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为 44% 、

96%；大众书局7家门店销售较去年同

比增加30%； 钟书阁徐汇店与去年同

期相比销售增长26.9%； 上海新华传

媒连锁有限公司所属上海书城、 新华

书店等74家实体书店销售与去年同比

基本持平。

近年来， 上海实体书店发展步伐

稳健，谋求多元并进，瞄准垂直经济和

体验经济，注重读者的文化体验，力求

使书店成为文化分享和文旅打卡的新

阅读空间， 增强读者的沉浸感和归属

感。监测数据显示，文创用品和茶饮及

其他销售（指除图书、文创用品、茶饮

之外的收入， 如临时活动场地租赁费

等）也占了书店同期销售一定比例，分

别为16%、13%。

实体书店哪些书尤其受欢迎？数

据显示， 主旋律、 社科类图书销售理

想，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伟大的开端》《改革开放成

就上海》《影像中国70年·上海卷》《枢纽———3000年的中国》《故

宫六百年》《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故宫的古物之美》等。其次为文

学类，如《走在人生边上》《我的父亲谢晋元》《八百壮士》《百年孤

独》 等。《上海武康路建筑地图》《那些永远的上海老马路》《邬达

克留给上海的30幢经典老建筑》 等上海主题图书相当热销。漫

画、青春文学、心理学等图书也有不俗销量。

除了图书陈列，国庆长假期间，上海实体书店也举办了丰富

多彩的活动。比如：上海古籍书店、艺术书坊举办“撼世奇观———

敦煌文化主题书展 ”“风云激荡紫禁城———故宫600年主题书

展”，把敦煌文化、故宫文化“搬”进了书店，长假期间展销300余

种主题系列图书；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朱浒主讲的“由

画知汉———汉画像石里的汉代风情”讲座暨签售会，在线上同步

直播；朵云书院广富林店举办金宇澄《朵云·繁花》丝网版画展，

前来参观游客近2000人。

示范区出台首个跨省域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
本报讯 （记者赵征南 通讯员高允盛）

由省级政府核准的汽车投资项目不再实行

核准管理， 调整为备案管理； 除省级事权

外，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跨域项目调整为由

示范区执委会核准……记者从长三角一体

化示范区政府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目录专

题新闻通气会上获悉，上海市、江苏省、浙

江省共同发布了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

(2020 年本)》。这是我国第一个跨省域的政

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 共 12 个领域 49

项，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据介绍， 在制定目录过程中主要遵循

“两个‘不变’、跨省授权，属地管理、权限统

一”的原则，即除明确由国务院、国务院投资

主管部门、 省级核准机关负责核准的事项

外，示范区内跨省（市）域投资项目由示范区

执委会负责核准，共涉及 19项核准事项。

与此同时，对示范区内省级以下核准权

限，坚持最大限度缩小核准范围，共有 12项

核准事项改为备案管理；坚持最大限度下放

核准权限， 除国家明确要求保留在省级，不

得下放的核准事项外，非跨界项目核准权限

全部下放至青浦区、吴江区、嘉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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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统一企业登记“门槛”
集聚品牌效应，“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可写入企业名称及住址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又有突破性举

措。昨天，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执委会，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联合起草制定的 《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统一企业登记标准

实施意见》公布实施，聚焦在一体化示范区

内统一企业登记标准、办理流程、办理模式

等9项具体举措。 值得注意的是，《实施意

见》 首次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名称和住

所中使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字样，释

放名称资源，集聚品牌效应。

变的不只是企业名称，

还有企业的归属感认同感

昨天，中采（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拿到了一份更新后的营业执照。变更前，企

业的住所地址以“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

打头；变更后，写的是“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上海青浦）”字样。这变的不只是企业名

称，还有企业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朱家角工

业园区招商员基月峰告诉记者，当登记住所

突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之后，无论园区

还是企业，都感觉在长三角牌面更大了。

此次《实施意见》选择了企业登记事项

中社会关注度最高、 与企业关系最为密切

的名称和住所为切入点开展改革， 凸显集

聚效应。《实施意见》首次允许示范区内符合

条件的企业在名称中使用“长三角一体化示

范区”字样，进一步释放名称资源，凸显示范

区内企业的品牌效应。同时，允许企业可自

主决定在住所中使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字样。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彭文皓

表示，由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并非行

政区域， 此前不能作为企业名称的组成部

分，而在前期沟通中，大家认为“长三角一

体化示范区”有必要在企业名称中出现，更

要体现它的含金量。因此，相关企业应该具

备一定规模，防止“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的名称被滥用。

统一长三角企业准入
标准，释放一体化红利

彭文皓表示，《实施意见》 以统一市场

准入制度为核心内容， 统一了长三角企业

的准入标准， 使企业能够在一体化进程中

充分享受到制度创新带来的红利。 通过统

一企业从开业到注销全生命周期办理流

程， 为实现政务服务互通互享互办奠定了

重要的制度和技术基础。

今后，示范区内企业新设，统一实现“一

表申报、 一窗领取”， 两天办结包括企业设

立、公章刻制、涉税事项、就业参保在内的全部

相关业务手续，让区域内企业可跨地办理。

在企业注销方面， 长三角示范区将建立

普通注销和简易注销登记制度相配套的市场

主体退出机制， 通过实现与各相关部门注销

业务的“数据共享、同步指引”，实现企业普通

注销清算备案及发布债权人公告的在线办

理，提升企业注销的便利化程度。

同时，《实施意见》为进一步统一长三角示

范区内企业登记事权，委托下放外商投资合伙

企业及分支机构（类金融企业除外）、外国（地

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外国（地区）企业在中

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登记受理事权，扩

大了外商投资企业属地受理登记范围，为实现

区域内企业“一站式”服务提供了条件。

跨区域身份认证，30个高
频事项可异地办理

上海硕润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在江苏苏州

吴江区有一块地，总经理张睿正在考虑设立分

支机构，由于身处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异地

申请新的营业执照十分方便，“我咨询了一下，

不需要去吴江，在青浦就能直接办理”。

这种便利度， 来自于数据打通所带来的

身份互认。根据《实施意见》，依托三省一市数

据共享平台，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专

栏将建立统一办事入口， 实现跨区域身份认

证。 同时， 设立线下 “一体化示范区服务专

窗”，并在现有30个办事事项的基础上，增加

了从企业设立、 变更到注销全生命周期的30

个高频事项的异地申报、 异地办理。《实施意

见》还明确，将探索建立示范区内“一址多照”

“一照多址”登记管理新模式。

这是两省一市市场监管部门积极推进简

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的重大举措，也是在市

场主体准入领域率先实践跨行政区划一体化

治理模式的大胆探索。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唐

晓东表示， 示范区将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便利

化等重点领域，以点带面加快一体化进程，真正

将示范区打造成国际国内营商环境示范高地。

“迟来的春节”

让市民阅读热情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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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越南企业来沪参加进博会
龚正会见越南驻华大使

本报讯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会见了越南驻华大使范星梅

一行。

龚正说， 中越是山水相连、 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 今年适

逢两国建交 70 周年。 上海是中越经贸往来的重要桥梁， 与越

南友好交流频繁。 当前， 上海正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 加快建设 “五个中心”。 我们愿进一步加强同越南

的友好交往， 以共建 “一带一路” 为契机深化合作。 欢迎越南

企业来沪投资兴业， 参加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也欢迎

友城胡志明市派团参加明年在崇明举办的第十届中国花博会。

范星梅说，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越中两国秉持团结

合作精神， 携手开展疫情防控、 推进经贸合作， 双边贸易额实

现高水平增长。 上海在越中两国经贸等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 我们愿积极参与进博会和花博会， 也欢迎上海企业到越南

投资。

越南驻沪总领事宁成功参加会见。

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将落户枫泾
本报讯 （记者薄小波）记者昨天从金山区获悉， 上海乐高

乐园度假区项目自去年 11 月 6 日签订初步投资合作协议以来，

合作各方进入正式合作协议的商务磋商阶段。 日前， 项目合作

所有协议已经各方确认， 全面达成一致。 至此， 项目商务磋商

圆满完成。 备受期待的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项目将落户千年古

镇枫泾， 包括乐高主题乐园和一座不少于 250 个房间的全场景

式乐高主题酒店。

据了解， 10 个月来， 尽管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各

方始终无法面对面交流， 但还是克服各种困难， 通过电话会

议、 邮件沟通等方式， 坚持推进协议磋商。

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将由上海金山城投集团、 国际家庭娱

乐旅游景点巨头英国默林娱乐集团、 全球知名品牌乐高的母公

司丹麦 Kirkbi 集团下属投资公司 Kirkbi Invest A/S、 国内领先

的综合性传媒娱乐产业集团华人文化集团公司共同投资 5.5 亿

美元建设。 项目将落户金山区枫泾镇， 由乐高主题乐园和一座

不少于 250 个房间的全场景式乐高主题酒店构成。 四方股东将

成立 “运营合资公司” 和 “管理合资公司”， 由这两家公司分

别作为业主公司和管理公司来负责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的开发

建设和运营管理。

排列 5 第 20229 ?公告
中奖号码： 9 1 1 0 6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20229 ?公告
中奖号码： 9 1 1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体彩公报 七星彩第 20098 ?公告
中奖号码： 1 2 9 2 1 6 0

一等奖 0 0 元

二等奖 9 49495 元

三等奖 230 1800 元

四等奖 2904 300 元

五等奖 38167 20 元

六等奖 468676 5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为：

73708057.42 元

南京东路世纪广场将化身缓缓打开的“城市贝母”
改造更新方案落定，展现现代商业街摩登气质人文之光

继南京路步行街东拓延伸段顺利开街

后， 步行街上又一地标———世纪广场将启

动改造更新。记者昨天从相关部门获悉，世

纪广场改造更新方案几经遴选推敲最终定

稿，将以“城市贝母”为设计理念，对标世界

一流商业街区广场， 进行一次空间和功能

的重构，聚焦“多功能、全天候、开放性、国

际化”这些关键词，将其打造成“新品首秀

点，网红打卡地”，通过涵纳城市生活元素，

更多地与游人、环境产生互动勾连。

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功能的重构

涂梦如， 此次世纪广场改造项目中方

主要设计团队———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

院建筑专业相关负责人。在启动设计之前，

她与同伴们花了很长时间来研究调查世纪

广场的历史和当下。

走访中，他们发现，2004 年，世纪广场

进行过整体改造，用地面积 8390 平方米，

改造后的世纪广场以观演为主，兼有娱乐

休闲、绿化景观生态功能。但走过十多年，

这个广场的功能 、 设置和布局已不能满

足人们新的休闲生活需求和向往 ，“很多

游客路人都希望这片广场能有更丰富的功

能承载、有更惬意的休闲空间、更人性化的

服务设施、更时尚的形象等等。 因此，此次

改造不仅是物理空间的重构， 更是功能的

重构”。

据黄浦区规划资源局介绍， 此次改造

项目设计采取“专家领衔，多方参与，政府

引导，专业机构牵头，国际团队合作”的操

作模式，保证了更新设计工作高标准、高质

量地推进。 项目的概念方案设计于去年底

正式启动，“让我印象最深的是， 即便是在

抗疫最吃劲的那段时间，各方齐心协力，通

过视频会议等方式不断沟通协商， 历时 9

个月最终敲定设计方案———珍珠万花筒，

城市会客厅。 ”涂梦如这样回忆。

半围合空间，重构周边视觉轴线

据介绍，此次设计最大亮点在于：功能

突破，空间重构，从而大大提升空间品质。

比如， 在拆除广场现有建筑本体后，将

在东南角建起一个四五层楼高的主体建筑

“珍珠万花筒”，上部是供市民游客远眺南京

路步行街风情的观景台和歇脚地，下部为集

合了高新演绎设备的表演舞台。建筑内部供

游人穿梭体验的空间设计灵感源自 “缤纷

万花筒”，由镜面材料组合成三棱柱空间相

互反射，并配植各色植物。建筑表面将考虑

采用呼吸式生态幕墙，调节周边微气候。

而“城市贝母”概念主要通过大面积的

铺地来体现。 采用不同色调拟态出缓缓打

开的贝母，并通过加入幻色珠光材质，让地面

在灯光照耀下显现一种低调典雅的迷人色彩。

整个建筑将形成面向南京路步行街的半

围合空间，同时重构了对时装公司、永安百货

的视觉轴线。 更新后的世纪广场将继续为各

类活动提供演绎平台， 还将植入最前沿的高

科技发布技术，采用最时尚潮流的发布形式，

成为新的社交地标。

界面融合，激活区域新动能新风尚

目前， 世纪广场东侧与南侧为大体量酒

店、商业类建筑，业态较为单一、功能同质，且

与广场本体关系融合度低。对此，设计团队对

周边区域均提出了改造设想， 提出区域整体

提升计划，激活整个片区的时尚风貌。

比如， 世纪广场北侧为南京路步行街商

业街面，新旧建筑杂陈，沈大成、三阳百货呼

应永安百货、时装公司等，建筑立面各类商业

霓虹灯箱鳞次栉比。新设计中，将整合各类立

面元素，采用 LED 大屏统领建筑侧立面。 广

场西侧为华侨商店，建筑内部功能混杂、产权

复杂，结合此次改造，设计团队拓展建筑沿湖

北路侧城市空间，增加商业外摆空间，激活保

护建筑的新价值。

世纪广场作为南京路步行街的核心节

点，承载着休闲游憩的重要功能，更体现着深

厚的海派商业文脉。 因此，除了空间环境和

功能的提升， 更重要的是以自身的焕新，辐

射带动起老字号品牌的品质提升和产品、形

象、理念的更迭 ，提振 “中华商业第一街 ”的

金字招牌。

世纪广场改造更新后效果图。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