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0002国内邮发代号 3-3 国外发行代号 D123 文汇网：www.whb.cn 微信公众号：文汇报 （ID:wenhuidaily)微博：@文汇报 客户端：文汇

2022年9月 日 星期四

农历壬寅年八月大初六 八月十二 白露

今天多云到阴 温度:最低23℃ 最高29℃ 北到东北风4-5级
明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 温度:最低24℃ 最高29℃ 北到东北风4-5级阵风6级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文汇报社出版 第27339号
今日12版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8月3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2年中国国

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服贸会是中国扩大

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的重要平

台，为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坚持以高水

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不断放宽服

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

开放水平，拓展对外开放平台功能，努

力构建高标准服务业开放制度体系。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

一道，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普惠

包容、合作共赢，携手共促开放共享的

服务经济，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注入

动力。

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于8月31日至9月5日在北京举行，

主题为“服务合作促发展 绿色创新

迎未来”，由商务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

携手共促开放共享的服务经济，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注入动力

习近平函贺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9月1日出版的
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

建新发展格局》。

讲话指出，要正确认识国际国内形势。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

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

变化。我们的判断是危和机并存、危中有

机、危可转机，机遇更具有战略性、可塑

性，挑战更具有复杂性、全局性，挑战前所

未有，应对好了，机遇也就前所未有。要增

强机遇意识、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

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化危为

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

局、起好步。

讲话指出，要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新

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进

入新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

程的大跨越。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期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使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向前迈出新的一大步，实现了从大幅落后

于时代到大踏步赶上时代的新跨越。

▼ 下转第三版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本报讯（记者杨逸淇）日前，第一届“新江南文化与新城建
设”高峰论坛在奉贤举行。金海湖畔，群贤毕至，长三角知名文

化学者聚焦新江南文化之“传承与创新”，把脉新江南文化品牌

塑造。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

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努力回答好

“奉贤之问”和“新城新在哪里”的实践命题，奉贤坚持把文化作

为城市软实力之基，塑造新江南文化品牌，以敬畏之心传承“最

江南”文脉，以传世之心塑造“最江南”新城。 ▼ 下转第八版

奉贤塑造新江南文化品牌

本报讯（记者祝越）市政协昨天召开“释放内需潜力，加快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专题议政性常委会。市政协主席董云

虎出席并讲话。

董云虎指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赋予上海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上海服务构建新发

展格局、增强经济发展动能、提升城市核心功能的重要举措。

▼ 下转第二版

市政协召开专题议政性常委会 董云虎讲话

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从研发到生产，拥有“一技之长”的人才

均能享受专项奖励；掌握硬核技术的企业，

不必为成果转化而四处奔走；人才公寓选房

淘房由“官方直选”平台严格把关，线上匹配

供需……

昨天举行的第二届“海聚英才”全球创新

创业峰会透露了一系列引才聚才新举措。从

人才安居、定向补贴到重大项目签约，指向的

都是做优人才服务生态，彰显国际大都市风

范魅力，吸引全球高层次人才近悦远来，也为

城市发展赢得主动权。

从实验室到生产间，人人
都有逐梦舞台

人才聚则产业兴。发力建设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世界级产业集群的上

海，亟需吸引集聚一批核心科研技术人才。

上海提出，要进一步完善梯次合理的金字塔

型人才结构，实现“塔顶更尖、塔体更强、塔基

更厚”。

峰会上，上海市重点产业领域人才专项

奖励政策同步发布。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吴

金城介绍，将面向三大先导产业，以及软件、

高端装备、航空航天、先进材料、新能源等8

个重点领域符合条件的产业人才实施奖励。

“既让企业有感受度，也让人才有获得

感。”与会者们认为，这一新举措的精准设

计，传递出上海在开展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

合改革试点中的导向——不是简单叠加，而

是将现有激励做强做优，持续扩大覆盖

面。从研发设计、高级管理，到生产一线，

拥有“一技之长”的人才，都能在这里找到

逐梦舞台。 ▼ 下转第三版

“海聚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峰会发布重点产业领域人才专项奖励政策等新举措

上海：加速引才聚才，赢得城市发展主动权
■本报记者 王嘉旖

上海约165万名中小学生和55万名幼儿今迎开学开园日

新学期来了，校园期待欢声笑语
精细化防疫措施保障师生在校健康安全；衔接活动

聚焦心理关爱，帮助学生以最佳状态回归校园
 刊第九版

闵行区颛桥镇中心村罗七房28

号，是一栋上下两层的砖瓦房，这里

是村民罗复兴家的老宅。去年年底，

老罗家顺利完成旧改征收签约。时

下天气转凉，他们一家将尽快完成搬

迁，赶着明年就能住上不远处的现代

化新家。

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

乡愁触动着老罗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为什么叫罗七房？村里祖上就是一

家，我们的根在这里。”根据最新规

划，老宅所在区域将以颛桥镇中心村

生态园的形式保留下来，缝合“城市”

与“乡村”物理界面，打造都市农业体

验区，老罗和同村村民也将迎来新的

就业机会。

上海近年启动实施“城中村”改

造 ，相 关 工 作 也 被 列 入 了 民 心 工

程。目前正在推进的“城中村”改造

项目总计 54个，受益村民或单位

30474户。截至目前，已认定的49个

项目，动迁完成97%，动迁安置房开

工率达84.5%。据介绍，本市“城中

村”地块区域位置主要分布在外环

周边、老城镇地区，今年年底预计有

青浦区蟠龙镇、闵行区莘东村、宝山

区杨行镇等“城中村”项目全面完成

改造。

“城中村”改造全面提速，最新一

轮调查摸底工作已在7月底全面完

成。在此基础上，本市还将研究制定

“城中村”改造总体规划，加快编制“城

中村”分类改造指引，强化政策支持、

盘活优势资源。

改造的是村容村貌，盘活的是优

质资源，提升的是生活品质，激活的是

发展动力。

多项任务并行，让村
民尽快回搬不离乡土不
离乡音

中心村，地处七莘路—沪闵路服

务轴与紫竹创新创业走廊交汇处，毗

邻大零号湾全球创新创业集聚区，曾

是闵行区南部最大的“城中村”。

60岁的罗复兴曾是村里的“万金

油”，退休后成了全村的物业大管家。

村里水管施工，他能迅速找到总闸开

关；发现垃圾堆物，他能及时清运……

高温天，每天要换四套被汗水浸

透的衣服，但老罗乐不可支，因为从

他的办公室里能望见新房的建设进

展。再苦再累，眼前图景让他充满期

待——11栋住宅楼的中心村生态园

动迁安置房单体已全部竣工，正在进

行道路、管线、绿化景观等配套施工，

建在老宅基础上的颛桥镇中心村生态

园初显风貌。

回忆起1984年，即将成家的罗复

兴和哥哥姐姐一起，用类似“家庭集

资，顺序建房”的方式，自家拿出4000

多元，又借了2000多元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家。

他至今仍清楚记得，当年“八五砖”4分钱一块，他一共买了

5万多块砖头，接着又买石灰、水泥，还请了几个帮工，仅一个多

星期就把房子建了起来，“从1984年到1991年，整个村子几乎都

把过去的土坯房翻建成了砖瓦农民房”。 ▼ 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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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祝越

中心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获批复，即将“蝶变”为复合

型都市生态休闲走廊。 （效果图）

本报今起
推出特刊AI上海 一马当先
 刊第五至八版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再次在上海拉

开帷幕，500多位重量级嘉宾、百多场高水

平论坛、数百件高质量展品，以及遍布黄浦

江两岸的众多人工智能超级场景，将再次吸

引全世界的目光，点亮数字经济和元宇宙等

前沿赛道。

当今世界充满各种风险和挑战，前路

越是不确定，就越需要以创新探索的勇气、

百折不挠的韧性、合作共赢的胸襟，锚定目

标，勇毅前行，以自身努力为未来注入更多

确定性。作为引领发展的战略性技术，人

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

要驱动力量。近年来，上海把发展人工智

能作为面向未来的优先战略选择，着力构

建多层次创新平台、完善全链条产业布局、

开展大规模场景应用、形成体系化制度供

给，人工智能领域的协同创新效应、产业集

聚效应、赋能百业效应、政策集束效应正在

日益显现。

今年适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第五次在

上海举行。从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始，

上海着力发挥大会顶级平台的功能，以会聚

智、以会引才、以会兴业。这些年来，全球人

工智能行业有2000多位重量级嘉宾到会，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无人系统科学中心、

白玉兰开源平台等一批重大平台先后“落

沪”；全市人工智能从业人员总数从10万快

速增长到18万，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总投

资逾600多亿元的数百个重大产业项目在

大会期间签约落地，全市人工智能产业规模

连年迈上新台阶，目前规上企业产值已突破

3500亿元。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聚焦“人工智

能+元宇宙”，展开全方位多层次交流合

作。纵观历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其主题从

“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智联世界，无限可

能”，到“智联世界 共同家园”“智联世界 众

智成城”，再演进为今年的“智联世界 元生

无界”，这既是全球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缩

影，也折射出上海在潮头引领和推动这个过

程的轨迹。

当前，上海正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

型，而人工智能是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重要

“推进器”。我们要贯彻国家战略，以人工智

能、元宇宙等为突破口，敏锐把握趋势，加强

前瞻布局，提升创新策源能力，努力形成更

多引领性成果；要发挥人工智能的“头雁效

应”，在引领新产业、拓展新赛道上下功夫，

让人工智能真正赋能千行百业；要倡导科技

向善，用好人工智能提升治理水平，增进民

生福祉，保障发展安全，让全体市民充分享

有人工智能带来的实惠和成果。

城市是一个生命有机体，有了人工智能

的支撑与赋能，将更加可感知、善思考、会包

容、有温度。让我们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

念，把握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机遇与方向，不

断加强创新驱动，深化改革探索，优化发展

环境，加快建设人工智能“上海高地”，为全

球人工智能的进步贡献更多“上海智慧”“上

海方案”。

本报评论员

为全球人工智能进步贡献更多“上海方案”

9月1日至3日，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办。 本报记者 袁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