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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 温度:最低25℃ 最高33℃ 东南风3-4级
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 温度:最低27℃ 最高34℃ 偏南风转西北风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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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8月27日向2022年浦江创新论坛

致贺信。

李克强表示，低碳发展事关全球绿色未

来，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面对复杂深

刻演变的国际地区形势和复苏乏力的世界经

济，国际社会安危与共、休戚相关。各国发展

经济、改善民生、应对气候变化既要立足当前，

更要放眼未来，秉持科学精神和务实态度，坚

持走开放合作之路，平稳有序、尽己所能推进

能源消费和生产方式转变，努力实现谋发展与

绿色转型并行不悖、相互促进，推动提质升级。

李克强指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中国要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走低碳

绿色发展之路，这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需

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实现。我们将立

足自身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推动能

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革命，确保能源供

应，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李克强强调，开放带来进步、促进发展、

激发创新，是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挑战的关

键一招，也是今后推动中国发展的根本动

力。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动摇，以

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

展，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深化交流互鉴，更

好实现互利共赢。

主宾国荷兰首相吕特向论坛致贺信。

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动摇，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和荷兰首相吕特向2022年浦江创新论坛致贺信

努力实现谋发展与绿色转型相互促进

本报讯 （记者徐晶卉）根据上海重点电
子商务企业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市实现商

品类网络购物交易额3889亿元，同比增长

5.9%。这是记者在昨天举行的2022上海数

字生活节启动仪式上获得的消息。

以电商平台为代表的在线新消费已是

创新最活跃、增长最迅猛、辐射最广泛的领

域之一，成为促进消费提质扩容的新渠道、

新引擎。市商务委副主任张国华介绍，作为

第三届上海“五五购物节”12个标杆活动之

一，今年上海数字生活节以“数字新消费，点

亮新生活”为主题，围绕新场景、新体验、新

生态，电商平台、网络新消费品牌企业及直

播电商基地，将推出“数智消费体验”“智享

潮流生活”“网络消费新品牌”“数农兴商 乡

村振兴”等系列活动，各大商圈商场、品牌企

业、电商平台、直播电商基地将以多种方式

推出促销活动。 ▼ 下转第二版

2022上海数字生活节启动，在线新消费成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新引擎

上半年上海商品类网购交易额3889亿元

打开“随申办”搜索，就可找到

一张数字化的上海“早餐地图”，如

今它的网点数量又扩容了：从去年

底刚上线时的13152个固定网点，

增加到当前的13638个。市民在中

心城区的任意一个坐标上，都能便

捷定位附近1公里内的早餐网点。

这张星罗棋布的“早餐地图”，

直观呈现出上海民心工程——新

一轮“早餐工程”的成果：自2020年

7月启动以来，两年已超额完成三年

目标，今年还将完成773个新建网点

的建设目标。

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往往存在

于一座城市的细节之中。一顿元气

满满的早餐，入口在舌尖，温暖的却

是民心，它是透视城市“烟火气”和

“人情味”的一扇窗，更是践行“人民

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

理念的一个抓手。

提速：“早餐工程”
两年超额完成三年目标

早在2011年，上海已列入商务

部“早餐示范工程试点城市”，此后

“早餐工程”连续多年被列入市政府

实事项目，当时的破题重点在于解

决现制现售“路边摊”的不规范问

题，提升餐饮企业中央厨房的配送

率。2020年7月，上海启动新一轮

“早餐工程”建设，“升级版”从服务

便利度、产品丰富度以及数字化赋

能等维度，努力让早餐成为市民美

好生活的组成部分。

如果说十年前的“早餐工程”是

“打地基”，那么“升级版”则更多在

精细化上下功夫。从“早餐地图”的

网点变化就可以明显看到，产业园

区、大型居住社区等早餐供应薄弱

区域及“五个新城”等城市空间新格

局的重点区域，早餐网点渐渐多了，

并以各种形态落地生根。

五浦汇位于青浦新城，是一处

新建成的大型安置小区，入住的居

民大都由“村”进“居”，迈入安居生

活新阶段。不少居民乔迁新居后，

立刻在周围兜兜转转，希望早上能

在家门口觅得一顿好吃不贵的早

餐。如今，小区附近多家早餐店、点

心店已陆续开业，居民的获得感一

下子提升了。

互联宝地园区位于杨浦区黄兴

路，集聚着美团、得物等多家互联网

企业，但此前一直是个“早餐盲区”，

只有星巴克可提供少量西式早餐选

择。针对刚需痛点，园区于2020年

引入逸刻便利店，补上了中式早餐

的拼图。工作日一大早，记者在门

店看到，前来购买早餐的白领络绎

不绝，“法式奶香吐司+原味松松”

的套餐只需7.9元，加两元还有一杯原味豆浆，是很多赶路白领

的首选。在另一个摊位上，煎饼、手抓饼都是师傅现制现售的，

售价都低于10元。在美团工作的林先生上班到得早，时间充

裕，定心坐下来吃了一碗现煮的XO酱车仔面，“只花了8.9元，

暖胃又暖心”。

早餐薄弱点一一消失，越来越多市民从中受益。市商务委

主任顾军介绍，截至去年底，全市新改建早餐网点2577个，两年

超额完成三年目标，而围绕产业园区、医教集聚区、商务楼宇、大

型居住社区等重点区域，上海力争到今年年底完成新建773个

网点的目标，进一步优化布局。

升温：让技术“俯身”应用场景，更加便民

一大早，家住荣和怡景园的陈芳芳打开“随申办”搜索“早餐

地图”，家门口的早餐网点一目了然，周边一公里范围内跳出了

16个选择，“我搬来桃浦不久，对周围环境还不熟悉，这张地图

帮了大忙”。 ▼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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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晶卉

工作日早晨，互联宝地园区内的逸刻便利店店员在为顾客

制作煎饼。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一个生机勃勃、活力洋溢的中国，14亿

普通中国人追梦圆梦的故事，正持续通过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精品节目为全球受众打

开一扇感知新时代的窗口。

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和欧洲

拉美地区语言节目中心联合发布了“新时代

的中国”多语种海外传播重点节目片单，一

大批反映新时代十年跨越的精品节目将通

过总台多语种平台与海外受众见面。

此次发布的重点节目包括纪录片、系列

专题片、融媒体交互产品等。节目类型不

一、体量不同，既有以小见大描绘新时代波

澜壮阔的大格局叙事，也有创意精巧的视频

元宇宙产品；既有“我们”主讲，也有全程“外

眼”视角；有从相对宏观、理论的角度解析中

国方案，也有从艺术、饮食等文化层面领略

中国风采。

无论是讲述普通中国人“家长里短”的

生活事，还是全球思想者挺立时代潮头的观

察与思考，西方青年走村串巷带回的观察日

记，抑或文化上的东西对话，所有节目都秉

持总台“思想+艺术+技术”的创作理念，用

国际化视角和融媒体表达方式，展现中国的

发展与变化，让世界触摸中国进步的脉搏。

以国际化语言全方位解
码中国方案，读懂中国道路

作为总台向全球受众开启的窗口，这批

节目的共性在于国际化语言、全方位解码，

让全球受众读懂中国道路。

中国这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进

步。我们“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有哪些，“中国

之治”的成效彰显在何处，中国人“自信”的制

度和文化根源在哪里，“繁荣与共”的世界认

同如何达成——围绕四大主题，纪录片《中

国的十年》将以中国人的视角讲述新时代的

人民情怀和家国故事。 ▼ 下转第三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和欧洲拉美地区语言节目中心
联合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多语种海外传播重点节目片单

用国际化视角触摸新时代中国进步脉搏

藉由14亿人的鲜活故事，
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转版导读

■本报记者 王彦

本报讯 以“低碳：全球创新新使命”

为主题的2022年浦江创新论坛8月27日在

上海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主宾国荷

兰首相马克 · 吕特向论坛致贺信。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出席论坛并致辞。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作主旨演讲，并与上海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共同启动“全球技

术供需对接平台”，龚正主持论坛开幕式。

主宾省海南省委书记沈晓明通过视频致

辞。荷兰经济事务与气候大臣米奇 · 阿德

里安森斯通过视频作主旨演讲。上海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蒋卓庆、市政协主席董云

虎，浦江创新论坛主席徐冠华院士，科技

部副部长李萌出席论坛开幕式。

李强在致辞时指出，上海是一座矢志

攀登科技高峰的创新之城。2014年5月，

习近平主席对上海作出“加快向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的重要指

示。八年来，我们牢牢把握科技进步大方

向、产业革命大趋势、集聚人才大举措，

紧紧抓住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这个核心

任务，只争朝夕、砥砺奋进，实现了科技

综合实力和创新整体效能的大幅提升，上

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形成基本框架，全球

影响力不断增强。

李强指出，当前，上海正在加快建设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实现高效能治理迫切需要科技创新的

支撑和引领。我们将深入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

设全局的核心地位，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自主创新道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

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

民生命健康，着力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

能，努力在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

业新方向、发展新理念等方面实现从无到

有的跨越。我们将坚持开放合作，深化协

同创新，全面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度参

与全球科技治理，积极发起和参与国际大

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打造更多开放包

容的国际创新合作平台，共同推进基础研

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联合攻

关，让科技创新更好造福人类。
▼ 下转第三版

李强致辞，王志刚作主旨演讲并与龚正共同启动“全球技术供需对接平台”，沈晓明视频致辞，
米奇 ·阿德里安森斯通过视频作主旨演讲，蒋卓庆董云虎徐冠华出席

以“低碳：全球创新新使命”为主题的2022年浦江创新论坛在上海开幕

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地位

随着中欧班列（西安—汉堡）21日

从西安国际港站开出，今年以来中欧

班列累计开行达10000列，较去年提前

10天破万列；今年累计发送货物97.2

万标箱，同比增长5%，综合重箱率达

98.4%。

目前，中欧班列已铺画了82条运

行线路，通达欧洲24个国家200个城

市，逐步“连点成线”“织线成网”。中欧

班列运送货物种类不断扩大，运量持续

增长，维护着国际产业链的稳定通畅，

也成了沿线国家互利共赢的桥梁纽带。

在德国杜伊斯堡市，中欧班列带来

的多元化商品和中间产品，有效拉动当

地交通运输、仓储、批发零售、租赁商业

和服务业需求。杜伊斯堡市政府中国

事务专员马库斯 ·托伊贝尔表示，2014

年仅有40家中国企业在杜伊斯堡落

户，如今已有超过百家中国企业在此发

展。杜伊斯堡市期待并邀请更多中国

企业入驻。

法国国营铁路公司下属福瓦迪斯

公司中欧产品开发部大客户经理党珊

珊表示，从首列“重庆—杜伊斯堡”班列

发展至今，中欧班列经历了大发展。如

今，中欧班列不仅是一种绿色低碳的运

输方式，更成为国际物流领域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时效快和可持续的

特性深受法国企业欢迎。

（据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今年累计开行较去年提前10天破万列

中欧班列持续助力合作共赢

20家长三角“链主”企业面向全球发布揭榜任务
 刊第五版

折射“南北转型”
产业新思路

上海这家工业园区
一“名”之改背后——

■上海金山工业区最近更
名为上海湾区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一“名”之改背后，是
一个发展了19年的工业园区
的一次蜕变，也折射出上海
“南北转型”的产业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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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十年》封面图。

 《中国纪行：走村串巷》

封面图。均由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供图

制图：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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