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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年鉴（2020）》英文版将亮相进博会
本报讯 （记者许旸 ） 继去年 《上海年鉴

（2019）》 英文版首次亮相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被 “秒空 ”后 ，今年 《上海年鉴 （2020）》英

文版又将走进第三届进博会媒体中心， 帮助海

内外各界深入了解上海、研究上海，领略上海的

城市温度与发展热度。

据悉 ，《上海年鉴 （2020）》英文版以文 、表 、

图、照的形式系统扼要反映2019年上海自然、政

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发展轨迹 ，设申

城速览、上海概貌、上海历史、城市建设与管理、友

好往来等17个栏目 ， 总计5万余字及百余幅图

表，特色鲜明。全书重点介绍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建设、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

注册制、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和第二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情况， 汇辑2020年1-5月上

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大事记。

“今日的上海是什么样的？ 这座城市有哪些变

化和亮点？ 我们需要一扇窗口，更需要一座桥梁，让

更多目光聚焦上海。 ”在《上海年鉴（2020）》英文版

发布暨走进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媒体中心

首发式上，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三级调研员沈思睿

介绍说，《上海年鉴》英文版创办于2002年，为全国

最早的英文版省级年鉴。 《上海年鉴》英文版编纂团

队博采众长，通过各种渠道倾听读者，尤其注重旅

居上海的外国友人心声，并邀请两位精通中英文的

海外资深专家负责最终编校，通过更为国际化的话

语体系和表现形式，全方位展示上海历史文化和年

度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成就，彰显时代特征、年度

特点和地域特色。

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白玉兰荣誉奖”获得

者、多特瑞（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总裁麦欧文感慨：

“《上海年鉴》英文版不只是资料汇编，更是集中展

示上海年度发展新面貌的升华， 在全球范围内为进

一步推介上海提供新的载体，也为像我这样的外国人

深入了解上海、认识上海、投资上海，尽情领略上海的

城市温度，充分感受上海的发展热度，提供年度资料

信息，让我们对上海成为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

之城、生态之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的信心更足。 ”

作为上海对外传播的城市文化名片，《上海年

鉴》英文版的效应正日益显现。 每年，上海市地方志

办公室都会向各国驻沪总领事馆、 上海市国际文化

交流基地、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等单位赠送，并通

过上海图书馆“上海之窗”项目向国外主要公共图

书馆和大学图书馆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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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服务保障用车开展冲刺演练
技能比武大赛火热举行，驾驶员们“千锤百炼”丝毫不差红毯定位 、列队驶停 、中位倒停 、斜

侧倒停，做到丝毫不差。 昨天，第三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龙华中路保障停车场

上，一场特殊的技能比武大赛火热举行。

驾驶员们全情投入，为即将到来的第三届

进博会服务保障工作做最后冲刺演练。

第三届进博会商务接待任务用车由

巴士租赁久通商旅和安诺久通担纲。 在

前期完成保障车辆全面维保和外观美容

后， 目前绝大部分进博会保障车辆都已

进驻龙华中路保障停车场。同时，场内防疫

措施也已落实到位。

此次技能比武大赛由 “正确穿着防

护服（讲解）、例保检查”两个表演展示项

目和红毯定位、列队驶停、中位倒停、斜侧

倒停4个考核评分项目组成。 特别是考核评

分项目， 在常人看来是 “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但由于平时的“千锤百炼”，在这些高

手手里却能做到驾轻就熟。

“红毯定位 ”比赛中 ，车辆停下的同

时，车门正对迎宾红毯，红毯与车门分毫

不差；“列队驶停”要求车队匀速行驶，车

辆之间始终保持同等距离。 转弯道上车

距不变，停车一步到位，而且车头整齐划

一，横向间距分毫不差；“中位倒停、斜侧

倒停” 要求驾驶员在任何狭小的停车场

都能够快速、安全地停放好车辆。 “像进

博会这样的高标准商务接待， 必须做到

每个项目与接待要求丝毫不差。 ”巴士租

赁董事长秦伟君介绍，这些考核项目是进博

会实操演练的必做项目，也适用于各类高规

格的国际性会务。公司每年都会举办技能比

武大赛，通过不断的以赛带练，提高驾驶员

的技术和服务水平。

记者从比赛现场获悉，为落实各项防疫

措施，除要求服务进博会的驾驶员必须学会

“正确穿着防护服”，龙华中路保障停车场内

还设置了车辆安全消毒、人员测温区域、应急

隔离专用车道、疑似感染车辆停放区、快捷

通道车辆停放区， 每个区域进行严格划分，

并已经过多次演练。

人行入口处，新增1台智能防疫测温机，

和原本车行入口的2台机器一起， 真正做到

人车分离。 人一进入智能防疫测温机内，红

外光谱传感器立马进行非接触式智能体温

测量，语音播报体温值。 同时，完成手部消

毒、提醒佩戴口罩等一系列防疫项目，并通

过内装的自动感应立体雾化喷淋， 对人体进

行全方位360°无死角消毒。 整个测温、喷淋全

程仅需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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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13个月新冠肺炎患儿治愈出院
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 记者昨天从上海市卫生健康

委获悉， 又有 6 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 经定点医疗机构医

护人员精心诊治和护理， 专家组评估认为符合国家卫健委最新

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出院标准， 于昨日出院。 截至昨

天， 上海累计治愈出院新冠肺炎病例 1003 例， 其中境外输入

性病例 668 例、 本地病例 335 例。

13 个月大的新冠感染患儿禾禾 （化名） 昨天从复旦大学

附属儿科医院出院。 禾禾是目前上海市输入性儿童病例中年纪

最小的患者 ， 9 月中旬随家人从菲律宾入境时核酸检测呈阳

性， 转到上海市新冠病毒感染儿童患者定点收治单位———复旦

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传染科治疗。 入院时孩子有咳嗽症状， 在儿

科医院传染病楼拍摄了胸片， 显示存在支气管肺炎。 这一个月

来， 传染医护团队给予了禾禾精心治疗和护理， 孩子终于在近

期连续两次核酸检测呈阴性。

根据输入性新冠肺炎病例特点， 上海市针对性地加强了对

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后的随访工作， 出院后他们将继续进行 14

天隔离管理和健康状况监测， 避免外出活动。

促进产教融合，新片区布局“5+2”高校
中央美术学院中法艺术与设计管理学院落子临港并迎来首批本科新生

本报讯 （驻临港记者祝越）100年前，徐

悲鸿、林风眠等中国艺术家从上海出发，沿

途经过中国香港、越南、新加坡、斯里兰卡，

经苏伊士运河到达法国马赛港，再从马赛到

巴黎和欧洲其他地方，历时将近50天。今天，

上海和马赛、巴黎的距离不再遥远，落子临

港新片区的中央美术学院中法艺术与设计

管理学院成为连接中国、法国与世界的纽带

和桥梁。 该学院日前在新片区举行首次本

科开学典礼，12名2019级学生、148名2020级

新生见证了这所学院新的开始。

中央美术学院中法艺术与设计管理学

院是中央美术学院的二级学院，也是中央美

术学院继中国画、造型、设计、建筑、人文、城

市设计、实验艺术、艺术管理与教育后的第

九个专业学院，将在艺术管理、博物馆与文

化机构管理、 设计管理及文化产业管理等领

域探索和建立成熟人才培养体系。

该学院也是目前临港新片区唯一的中

央直属艺术高校。 历经5年筹备，10月15日，

该校迎来正式招生以来的首批148名大一

新生。 临港新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党群

工作部部长苗挺表示， 学院落户新片区，将

为临港营造独特的文化艺术氛围，提升城市

文化品位，增添城市艺术魅力，培育市民审

美力、增强市民幸福感。

距离上海市中心70多公里的临港新片

区如何构建开放创新、智慧生态、产城融合、

宜业宜居的现代化新城？ “5+2”高校布局是突

破口之一。“5”指的是上海海事大学、上海海洋

大学、上海电力大学、上海电机学院、上海建桥

学院。“2”是两个二级学院，分别是上海交通大

学中英低碳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中法艺术与

设计管理学院。

本月，上海海事大学也迎来了人工智能专

业35名大一新生，该专业的建设主要依托于信

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开设“智能

船舶信息与海洋物联网课程综合实践” 等课

程。上海海事大学信息工程学院院长姜胜明表

示，人工智能专业的设立，可以较好满足新片

区相关高新技术产业在产学研合作、高端技术

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需求。

今年5月29日，上海建桥学院、上海工业自

动化仪表研究院有限公司（自仪院）、临港集团

三方共同签约，合作建设“上海智能制造系统

创新中心”产教融合示范基地，致力于打造成为

新片区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产教融合示范基

地、 大学相关学科专业群高水平应用技术人才

培养基地、 高端装备个性化精密零部件加工基

地、行业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上海

市智能制造科普教育基地等五大功能平台。

“上海海事大学人工智能专业收了35个学

生， 其他高校与企业一起致力产学研发展，很

希望这些毕业生未来能留在临港。 ”新片区管

委会社会发展处副处长方娟希望未来有更多

理工科类高校进入新片区，促进新片区产教融

合。 新片区一方面将做好城市功能配套，为师

生营造良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另一方

面，新片区人才和住房保障政策将为海内外人

才流动提供便利。

乘
坐
时
光
穿
梭
机
，了
解
上
海
国
企
历
史

“上
海
国
企
开
放
日
”活
动
持
续
常
态
化
开
展
，设
50

个
开
放
点
位

本报讯 （见习记者张天弛）诞生之初，

一个“字”的煤气价格相当于5斤大米？上海

城市坐标原点在哪里？上海知名小吃“蝴蝶

酥”是如何发明的？这些历史，都在“上海国

企开放日”一一呈现。 由市国资委党委、市

国资委主办的2020年“上海国企开放日”启

动仪式暨“国企历史穿梭机”主题联动开放

活动日前在上海纺织博物馆举行。

据悉，“上海国企开放日” 系列活动将

持续常态化开展， 市国资委系统各企业集

团将设立并常态运行50个开放点位， 让市

民走进展馆和论坛、走进工程和车间、走进

科研园区、走进服务窗口，与国有企业亲密

接触。

除了长期对市民开放的50个点位之

外，“上海国企开放日” 活动还设计了四期

主题开放活动，第一期主题活动“国企历史

穿梭机”15日启动。记者跟随“历史穿梭机”

来到100多年前的上海纺织行业，“19世纪

70年代，上海机器织布局问世，开启了中国

近代动力机器纺织时代。”记者在上海纺织

博物馆参观时了解到，近代以来，纺织业一

直是上海的支柱性产业。 新中国成立后40

余年间，纺织工业一度是上海的母亲产业、

利税大户，有55万人从事纺织业。而改革开

放后， 上海纺织业顺应时代潮流， 进行了

“第二次创业”，发展至今，以“科技与时尚”

为内涵，走高端发展道路。

据悉 ，继 “国企历史穿梭机 ”活动后 ，

“体验国企硬科技”“身边的国企服务”“国

企与衣食住行”等主题开放活动也将举行。

据市国资委相关负责人透露，“体验国企硬

科技”主题活动将通过国企科技“小课堂”

等形式，普及科学知识，让市民一览科技创

新最新成果；“身边的国企服务” 将让市民

感受服务窗口的服务流程、 特色亮点和创

新举措；“国企与衣食住行” 则会设计安排

“衣、食、住、行”参观路线，开放生产现场、工

程项目等，让市民了解产品制造全过程和城

市建设发展进程。

记者在现场还看到这样一张电子地图： 上海百年燃气展示

馆、上海地铁博物馆、上海隧道科技馆、上海无线电博物馆、国际饭

店……国企开放日常态化开放点位的分布情况在图上一目了

然。 据介绍，通过电子地图这一线上渠道，市民公众不仅能了解

开放点的分布情况，还能通过云相册看到各个场馆的画面，查询

了解开放时间，动动手指预约参观，合理安排参观时间，规划参

观路线，开启云上打卡之旅。

有趣的是， 记者在上海纺织博物馆还拿到了一本手账———

“我的上海国企开放日足迹”，每个点位都配有文字介绍、参观券

和盖章区。工作人员介绍，各个开放点位都将免费发放一定数量

的足迹本， 市民可凭此足迹本中的参观券前往指定的上海国企

开放点免费参观，参观每个场馆都可以盖章留念。

新舞台新消费新生活：演艺大世界迎来丰盛金秋
持续拓宽演艺边界，推动文旅结合产业创新

“演艺大世界推出的尾票今年销量特

别好，我们的网络平台每天都在涨粉。 ”看

大戏， 到演艺大世界———这张名片被越来

越多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熟知和喜爱，黄

浦区演艺文化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康骐对记

者说。即将在下周首演的《龙亭侯蔡伦》，尾

票一经推出就被“秒杀”，“陈薪伊导演+关

栋天主演，两大实力派一亮出谁不想看，懂

经的观众真不少！ ”

话剧交响剧诗《龙亭侯蔡伦》是陈薪伊

落户演艺大世界后的又一部新作。 但又岂

止是82岁的名导迎来了创作井喷的金秋，

音乐剧《悟空》、话剧《上甘岭》、一票难求的

笑果工厂开放麦脱口秀……距年底还有两

个多月， 演艺大世界的品质演出已经排得

满满当当。 明年，百老汇经典音乐剧《剧院

魅影》将在上海大剧院上演，有望成为全球

第一部大规模国际巡演项目。“疫情后的演

艺大世界在复工复产的同时创新演艺模

式，不断拓展产业链的上下游，在拓宽演艺

边界 、 推动文旅结合产业创新中活力迸

发。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荣广润说。

推动建设文旅商融合消费场景

首演首秀赋予了这片热土巨大的市场

吸引力， 即便是在国际演出团体受海外疫

情影响仍未能登陆上海舞台的客观条件

下， 演艺大世界仍以多样化的本土演出、

“演艺+”的业态创新融合，为上海、长三角

乃至全国的文化消费市场提供了丰富的文

化产品和高品质的精神享受。

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长假期间， 上海

大世界迎来近四万人入场， 演艺夜市的亮

相功不可没。 这里有最潮的相声表演和脱

口秀表演， 也有最受文艺青年欢迎的热门

音乐剧演唱会。 大世界还结合自身历史文

化资源优势 ， 打造了一台非遗地标秀

《SHANGHIGH奇梦》，汇集了歌舞、杂技、魔

术、非遗元素，加上60多个各个时代的角色人

物，让观众应接不暇。“创新剧目轮番演，首

演首秀抢先看，明星直播天天见。 ”上海大

世界总经理陈轩说，大世界重启夜场经营后，

为各类创新实验剧目提供了展示的舞台。

午夜时分，汉口路依然人流涌动，最近，

“星空间”里的驻场演出、音乐剧《阿波罗尼

亚》火了。坐在酒吧，举起手中的酒杯，激情

的演唱让你感受夜色的蓬勃……演艺大世

界的核心位置吸引外地演出商、 制作团队

频频伸出橄榄枝。 北京制作方“一台好戏”

与亚华湖剧场院线联手， 两个月时间就在

“星空间1号”成功打造了音乐剧《阿波罗尼

亚》。音乐剧剧情与环境完美融合，吧台位、

卡座位……提供给观众不同的观演视角和

观剧体验。 上海去年首创的“演艺新空间”

不断为本土拓展演艺市场， 为演艺内容长

期驻演与小剧场建设注入运营资源， 使其

成长为上海文化品牌建设的有生力量。

突 破 业 态 边 界 ， “演
艺+?影响力不断延伸

上海大剧院是申城著名的文艺地标，

今年22岁的它在 “破圈” 跨界上玩出了新花

样。 由人工智能“小冰”和“乘风破浪的姐姐”

朱婧汐一起创作的主题曲 《HOPE》，成为上

海大剧院开业22年来首个主题曲， 展现艺术

与科技交织的动人魅力。此外，“见戏如面”套

餐的推出也让戏迷、饕客们感到新鲜。在大剧

院八楼的星空宴会厅， 点一碗黄鱼面或红烧

牛腩面，配上金瓜丝、脆香鸡米花、黄油核桃

酥……吃的是海派风情，看的是海派大剧，这

样的文化体验超越了“一般”剧场。

上海音乐厅四楼1000多平方米的空间，

则让乐迷“看”见音乐。 在一台以交互技术展

示的贝多芬大展上， 通过一个个触摸屏详细

展示了贝多芬在波恩、维也纳的生活轨迹和重

要事迹，乐迷甚至可以亲自体验一把指挥家的

感觉。 音乐厅总经理方靓说：“未来，我们会在

这个空间无限地做加法， 把更多艺术形式融

入进去，使艺术更好地与生活融为一体。 ”

突破业态边界，“演艺+” 的影响力不断

延伸，艺术和生活紧紧相连。 上汽·上海文化

广场率先推出户外演艺新空间， 一场演出可

容纳400至1000人。 防疫常态化下，户外舞台

使剧场既有空间得到创新开发利用。“不仅提

升了行业伙伴的信心， 重建演出市场和观演

关系，也是剧院在突破传统演出形式方面的创

新实践。 ”上汽·上海文化广场总经理张洁说。

演艺大世界文化消费市场活力无穷，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合作方。 杭州演艺集团把旗

下杭州歌剧舞剧院“西子国乐”乐团在疫情后

的省外演出放到了上海，放到了演艺大世界。

它的到来， 更为上海和杭州两座城市的观众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艺福利”。在合作中，全

女班话剧 《奥赛罗 》、京剧交响诗 《龙亭侯蔡

伦》两部新作将在上海演出后亮相杭城。杭州

大剧院总经理洪见成说：“引入来自上海的名

团佳作和优质的文化艺术资源， 将为杭城观

众带来更丰富、多元的文化生活，打开更广阔

的消费市场。 ”

①②：非遗地标秀《SHANGHIGH奇梦》，汇集了歌舞、杂技、魔术、非

遗元素，加上60多个各个时代的角色人物，让观众应接不暇。 图为该剧

演出照。 ③：明年，百老汇经典音乐剧《剧院魅影》将在上海大剧院上

演， 有望成为全球第一部大规模国际巡演项目。 图为该剧演出照。

①

②

③

供图：演出方 制图：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