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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着力打造高品质世界著名旅游城市
争创红色5A景区，“十四五”期末旅游年总收入倍增至7000亿元———

今年 “五一” 小长假， 上海共接待游

客 1688.9 万 人 次 ， 同 比 2020 年 增 长

138.88% ， 同比 2019 年增长超过 20% ，

拉动消费约 400 亿元， 同比 2020 年 （约

95 亿元） 增长约 321%。 全国旅游大数据

显示， 上海成为今年 “五一” 假期全国人

气最高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上海国际旅游

度假区成为全国人气最高的热门景区。

昨天，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方世

忠做客“2021上海民生访谈”，结合“五一”

假期文旅市场情况， 透露上海将争创红色

5A景区，力争到“十四五”期末旅游年总收

入由2020年的3139.78亿元增加到7000亿

元，着力打造高品质世界著名旅游城市。

“旅游+交通”
6月开通红色旅游专线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通过

传承红色文化、开发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

事，让市民有更强的荣誉感，让游客有更深

的认同感，是文旅部门的职责与担当。

今年是建党百年， 红色旅游成为今年

“五一” 旅游新热点， 红色景区接待量较

往年同期有了成倍增长， 试开放的中共一

大纪念馆国旗广场日接待量最多一天达

1.1 万人次。 开放式景区、 历史街区、 文

化场馆更受欢迎。

当前， 本市有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

上海野生动物园和上海科技馆 3 个国家

级 5A 级旅游景区 ， 距离 2010 年上海科

技馆获评 5A 已隔了 11 年 ， 上海将再度

向这一中国最高等级旅游风景区称号开

展申报工作。

方世忠介绍， 为填补上海红色 5A 级

旅游景区空白， 文旅部门组织中共一大、

二大、 四大纪念馆联合开展国家 5A 级旅

游景区申报工作。 为方便游客重温红色之

旅， 文旅部门还将开通红色旅游专线， 采

用 “旅游+交通” 的运营模式， 将中共一

大 、 二大 、 四大纪念馆串联起来， 实现

“一张车票 ，一站一景 、一票畅游 、多点上

下”。 该专线预计 6 月开通， 设 5 个站点。

“依托上海丰富的红色资源， 制定出

台 《关于本市促进红色旅游健康发展的指

导意见》 （暂名）， 促进上海红色旅游健

康繁荣发展。” 方世忠表示。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三个新名词格外抢眼

“十四五” 时期， 上海文旅产业也将

迎来新机遇和新变革 。 按照总书记提出的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 重要

理念和 “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重要指示，

市文化旅游局牵头编制了 《上海市 “十四

五” 时期深化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建设规划》，

其中一梁四柱、 倍增计划、 高峰工程3个新

名词格外引人注目。

一梁四柱， “一梁” 是指以建设高品质

世界著名旅游城市为总目标， “四柱” 是指

以建设都市旅游首选城市、 国际旅游开放枢

纽、 亚太旅游投资门户、 国际数字旅游之都

为四大功能支撑， 全面升级具有全球吸引力

的旅游产品体系、 全球竞争力的旅游产业体

系、 全球配置力的旅游市场体系。

倍增计划， 是指到 “十四五” 时期末，

上海旅游年总收入由2020年的3139.78亿元

增加到7000亿元， 占本市生产总值 （GDP）

比重达6%， 成为上海支柱产业之一。 此外，

上海还将打造一批百亿元级旅游投资项目、

一批千万元级旅游流量入口和一批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景点。

高峰工程， 即建设十大类引领性重大项

目。 此外， 上海还将打造三大名片性重大活

动 ， 上海旅游节 、 上海旅游产业博览会和

“四季上海” 发布会； 搭建四大功能性重大

平台， 包括旅游资源要素交易平台、 高端旅

游人才培养平台、 全球旅游智库平台、 国际

旅游营销合作平台等。

“一码畅游”
用数字化赋能文旅产业

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 是上海 “十

四五” 规划纲要确定的重大战略， 也是面向

未来塑造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之举。

方世忠介绍， 上海文旅部门正推动文旅

的经济数字化 、 生活数字化以及治理数字

化， “尤其是文旅生活数字化， 我们坚持以

人为本、 场景再造， 重点推进 ‘一码畅游’

和便捷入住数字文旅新服务”。

“一码畅游” 充分运用 “一网通办” 电

子证照赋能， 打通随申码、 身份证、 社保卡

的实名身份认证核验 ， 实现游客 、 文旅场

所 、 第三方预约预订及票务平台的信息闭

环 ， 目标是让未来市民游客可通过 “随申

码·文旅”， 快速进入上海各大文旅场馆和景

区景点， 实现 “一码畅游”。

在文旅经济数字化中， 文旅部门将通过

加大政策激励、资金扶持，加强头部企业、重

点项目牵引， 既推动传统文旅业加快数字化

赋能，也重点打造电子竞技、在线旅游、网络

视听、数字动漫、智慧文博等数字文旅产业，

大力发展 “云展览”“云演出”“云旅游”“云直

播”“云过节”，进一步锻造长板，形成赋能城

市美好生活的在线文旅全产业链。

敲起瓷制腰鼓，“上海文化”品牌大方走出去
苏绣大师将一根丝线分成 64 股， 糅

合黑、 深灰、 浅灰三色， 以表现书法运笔

时墨色的变化 ； 134 名良工巧匠用 1379

块平面珐琅， 拼接出世界上最大的景泰蓝

珐琅地面； 从 《康熙字典》 里精挑细选出

660 个字， 组成活字印刷生僻字墙……昨

天， 记者跟随 2021 年 “中国品牌日” 媒

体探营团来到上海中心大厦 173 米的高

空， 在这里上了一堂文化鉴赏课。

艺术展、 文化沙龙、 盛开着千年紫藤

的高空园林……位于上海中心大厦 37 与

38 层的宝库文化已成为上海的文化地标

之一 ， 前来 “打卡 ” 的市民游客越来越

多。 宝库文化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柳费国

表示， 宝库文化正通过文化产业的植入为

上海中心大厦这座 “垂直城市” 塑造内生

增长力。

看不见一根丝线的苏绣

记者在位于上海中心大厦 38 层的

“宝库匠心馆 ” 看到一幅神奇的苏绣作

品———《观音像轴》， 乍一看， 它根本不像

绣品， “画面” 平整光滑， 看不到一根丝

线的形状， 上面的文字也仿佛用毛笔写上

去的， 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用来绣制的

丝线细到肉眼都无法看清。” 宝库匠心馆

馆长叶柏风解释道， 原来， 这幅作品在绣

制观音像主体时， 将一股丝线分成 32 股，

用的是 1/32 的丝线， 故而观者看不到丝

线的形态， 而上面题字的绣制技艺就更高

超了， 是用 1/64 的丝线， 并把黑、 深灰、

浅灰三种颜色的丝线掺杂在一起绣的 ，

“这样才能传神地表现书法笔墨的深浅变

化。” 他说， 这幅作品在国外展出时， 其

精巧的技艺令外国参观者叹为观止。

另一件让人惊叹不已的作品是漆器。

《金地五牛》 漆瓶看似平淡无奇， 深棕色

的瓶身上绘着一头牛， “玄机在灯光下。”

叶柏风说着 ， 让记者打开闪光灯对准瓶

体， 光线一亮， 这头牛竟变得金光闪闪，

而牛身下绿色的草地也显现了出来。

据介绍， 宝库匠心馆目前是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 馆藏着近百位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以及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作品， 涵盖

雕刻、 陶瓷、 织绣、 编结、 漆器、 家具、

金属、 首饰、 玻璃九大工艺门类， 将传承千

年的中国传统手工艺以当代审美呈现在大众

眼前。

文化景观成“网红打卡点”

千年紫藤树、 金丝楠木亭子、 太湖石、

迎客松……柳费国曾带领团队遍访各地， 寻

得了宋词里的人文意象 ， 装点了位于大厦

37 层的中式园林“半亩园”，流觞曲水、亭台

楼榭，雅致的环境让这里成了“网红打卡点”。

另一处 “热门景点” 则是楼上观复博物

馆那块世界上最大的 480 平方米的景泰蓝珐

琅地面。 柳费国介绍， 这块珐琅地面是 134

名能工巧匠拼接了 1379 块平面珐琅， 并采

用 1789653 根铜丝手工掐丝制作而成的， 共

花了两年多时间。 记者了解到， 这座 “珐琅

厅” 功能是承接国内外的艺术展览。

“活在现实之中的工艺是最有生命力

的， 应该把这些具有人文内涵的工艺应用到

城市建筑和景观之中， 让工艺打造城市的文

化气息， 让匠人风范凝聚城市的精神。” 柳

费国说。 除艺术展外， 宝库文化还经常举办

艺术沙龙和论坛讲座， 为公众提供优质的文

化服务， 这两层空间也成为上海城市公共文

化空间的关键节点和前沿阵地。

走出上海，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参观中， 记者被一个腰鼓吸引了目光，

不同于通常用皮料制作， 这个腰鼓是用瓷器

制成的。 “这是唐代的腰鼓， 当时的乐队就

是用瓷制乐器进行演奏的。” 叶柏风告诉记

者， 现在的艺术家复刻了瓷制腰鼓， 去年来

自河南的音乐家就在上海中心大厦宴会厅用

它进行了表演， 之后还走出国门， 前往 “一

带一路” 沿线国家巡演。

走出上海的 ， 不仅有中国工艺 ， 还有

“上海文化” 这个品牌。 近年来， 诞生于上

海陆家嘴的宝库文化已在全国布局， 目前在

北京、 深圳、 昆明等多地实施项目建设， 推

动 “上海文化” 与 “上海服务” 走出去。 值

得关注的是 ， 去年宝库文化在深圳开始了

“粤海·宝库 1 号” 建设， 将为深圳注入全新

的城市基础配套设施。 柳费国表示， 未来他

们将走进更多城市， 深入挖掘城市历史文化

价值与特色， 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

新性发展， 助力城市文化品牌建设。

书写好“青春向党奋斗强国”新答卷
本报讯 （记者唐玮婕） 浦东共青团昨天举行浦东青少年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集会， 广大浦东青年将以更

加昂扬向上的姿态， 书写好 “青春向党， 奋斗强国” 的新答

卷， 用实际行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让青春在为祖

国、 为民族、 为人民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本次主题集会上， 浦东新区团区委在深挖红色资源的基础

上， 精心打磨推出了 “一堂好课”， 并辅以外场主题展览， 力

求以更创新、 更走心、 更有料的方式， 引领青少年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

会前，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祖亮等会见了 2020 年

度浦东共青团获得全国和市级表彰的先进个人、先进集体代表。

充分发挥行业龙头企业作用

李克强对中国中化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成立作重要批示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8 日电 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成

立大会 5 月 8 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重

组组建，对优化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助力我国农业现代化、增

强化工行业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扎实做好重组整合、深化改革等工作，加强国际合作，充分发

挥行业龙头企业作用， 加大种源、 化工等领域关键技术攻关力

度， 创新管理和运营模式， 不断提升经营质量效益和综合竞争

力，为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

新贡献！

国务委员王勇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做好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重组

组建工作，加快促进我国农业和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

91.06亿元！未来浦西第一高楼地块成交
本报讯 （记者单颖文）昨天，北外滩 480

米浦西第一高楼地块北外滩 91 街坊商业办

公用地成功出让。 上海实业发展、上海城投、

上海建工以联合体方式成功竞得 ， 成交价

91.06 亿元。 北外滩 91 街坊位于北外滩核心

位置, 东至丹徒路、南至东长治路、西至高阳

路、北至唐山路。 该地块用途为商办，可建地

上建筑面积约 35 万平方米 ， 规划高度 480

米， 未来将建设成为北外滩乃至浦西地区的

地标性项目，力争年底开工。

该地块采取先预申请、 再挂牌的方式进

行出让，经过 3 个月的咨询洽谈，于今年 4 月

8 日发布出让公告。 根据北外滩地区土地出

让要求，该地区采取“三带三含”方式（即“带

附加图则、带设计要求、带绿色建筑标准、含

地下空间、含二层连廊、含交通优化”），通过

《地块土地出让规划、建设、运营等方面的综

合约定》对接建设及后续区域运维，确保开发

建设协调有序，落实综合管控要求。

在功能方面，北外滩 91 街坊将打造具有

全球影响力和标杆引领性的总部基地， 引入

具有成熟运营能力和总部经济发展经验的国

际和国内行业龙头企业， 带动北外滩地区高

端产业发展和总部企业集聚。在业态方面，以

高端商务配套、高星级综合服务为主，围绕北

外滩“打造新时代都市发展新标杆”的功能定

位， 与北外滩来福士、 白玉兰广场等载体联

动，形成高品质综合商业区。地上业态鼓励设

置高端品牌酒店、精品商业、特色餐饮、文化

体验项目等； 地下业态将与中央绿地地下商

业保持联动，鼓励引入零售、餐饮、主体娱乐、

文化创意等与区域品质相匹配的商业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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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 5 第 21118 期公告
中奖号码： 6 9 4 4 8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21118 期公告
中奖号码： 6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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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大乐透第 21051 期公告

中奖号码：

01＋04＋14＋16＋19 03＋04

一等奖 9 6297261 元
一等奖（追加） 7 5037808 元
二等奖 198 67730 元
二等奖（追加） 137 54184 元
三等奖 309 10000 元
四等奖 1508 3000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758421416.42 元

迎世赛主题宣传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周渊） 上海 2022 年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

会旗搭乘 “雪龙 2” 号极地科考船胜利完成南极展示任务返回

上海。 昨天， 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自然资源部、 上海市

政府指导， 上海世赛事务执行局、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在中国极

地考察国内基地举行世赛会旗接旗仪式， 启动 “迎世赛， 点亮

技能之光” 主题宣传活动。

去年 11 月， 中国第 37 次南极考察队搭乘 “雪龙 2” 号极

地科考船从上海出发， 执行南极考察任务。 上海世赛执行局将

世赛会旗交由南极考察队同赴极地。 今年 1 月， “雪龙 2” 号

极地科考船进入南极， 科考队员们先后在中山站、 长城站手持

世赛会旗， 发出欢迎各国和地区参加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之

邀。 近日， 会旗从南极胜利返回上海。 上海世赛执行局相关负

责人从南极考察队员手中接回世赛会旗后表示， 世赛会旗南极

展示活动历时 6 个月、 行程 3.6 万海里， 是继世赛会旗成功登

顶珠峰之后又一次创举， 旨在向 “挑战极限” 的大国工匠们致

敬， 向全社会弘扬不畏艰险、 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 并祝愿所

有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选手们勇攀巅峰， 创造奇迹。

活动现场举行了 “迎世赛， 点亮技能之光” 主题宣传活动

启动仪式。 上海世赛事务执行局计划于今年 5 月至明年 7 月举

行系列推广宣传活动 。 将以主办城市上海为起点 ， 从社区 、

“五个新城” 辐射到长三角以及国内外各城市等， 开展世赛推

广展示、 世赛选手宣讲、 技能互动体验、 社区技能达人秀、 长

三角一体化职业技能培训政策宣讲、 “技能中国行” “全球绝

技” 展演活动等， 全方位展示我国技能人才培养发展成果， 在

全球青年群体中掀起关注世赛、 崇尚技能、 追逐匠心的风潮。

上海世赛事务执行局还招募了首批上海世赛推广宣传小使

者，今后将赴校园、社区推广宣传上海世赛，并提供部分讲解服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上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出席。

顺应时代培养多元化公关人才
市公关协会连续七年颁发专项奖学金
本报讯 昨天上午， “2020 年度上海高校公共关系学专业

专项奖学金颁奖大会”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 由上海 6 所高

校评选并经批准的 105 名公关专业优秀学生获奖， 这是上海市

公共关系协会联合上海市教委、 团市委连续第七年评选的公关

专业专项奖学金。 七年来， 已累计发放奖学金 200 多万元， 有

近 700 名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获奖。

从 2013 年起， 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每年出资 30 多万元设

立专项奖学金。 其设立目的在于推进培育公关新人， 为公关事

业发展储备人才。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靖、 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 市公共

关系协会会长胡炜等出席颁奖仪式。

■本报记者 何易

民生访谈

■2021年中国品牌日活动探营

百个景点百条花道百里花带扮靓申城
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开展绿化景观优化和花卉景观布置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上海将围绕重点区域和重要

道路， 开展绿化景观优化和花卉景观布置。 市绿化市容局日前介

绍， 通过花坛、 花境、 主题绿化景点、 沿口花箱等多种方式， 以及

植物精细化养护， 全市将打造 “百个景点、 百条花道、 百里花带”。

人民广场、 陆家嘴环岛、 世纪广场、 砂岩广场等重点区域和重

要道路的花卉景观 6 月中旬将陆续揭开神秘面纱。

“百条花道” 当季主打花卉以月季、 紫薇为主。 绿化部门潜心

研究花期调控技术及配套的病害虫防控和水肥管理措施， 制定了详

细的 “一路一方案”， 做到 “一路一技师”。

眼下， 耀眼夺目的 “花中皇后” 月季绽放于申城大街小巷， 市

民游客既可以畅游月季花道， 欣赏月季花墙， 也能够漫步月季花

园， 感受城市形象。 观赏效果较佳的道路有普陀区泸定路、 黄浦区

半淞园路、 虹口区新建路、 奉贤区南亭公路等。 静安区芷江中路、

普陀区新村路、 松江区西林路、 嘉定区阿克苏路等一批主打紫薇景

观的 “百条花道” 将于 7 月迎来最佳观赏期。

高架上， 月季盛开。 从申字型高架到龙阳立交、 张江立交、 罗

山立交，遍布着粉色的“安吉拉”“仙境”“杏花村”，红色的 “红帽子”

“红苁蓉” 等品种， 铺设出一条条 “空中花廊”。 今年 “七一” 期

间，浦东内环高架、中环高架、华夏高架，以及浦西申字型高架、虹桥

枢纽， 以 “红色律动” 作为高架绿化主题， 同时， 部分高架增加比

哥海棠、 三角梅等花卉， 形成一片红色的海洋。 右图为浦东高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