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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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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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航中国

推动“中国之治”进入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述评

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
 刊第四版

浦江两岸流光溢彩，东海之滨千帆竞

发。在喜迎党的二十大的热烈氛围中，上海

2500万干部群众干劲昂扬，在重大任务中勇

挑重担，在改革创新的一线比学赶超，努力

把国家战略势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效能。

黄浦江畔的中国船舶馆，近日举行了首

届世界设计之都大会主题展。

2021年12月，中国船舶集团总部迁驻

上海，目前主要造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位。

“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大将作出事关发展全

局的战略安排。作为央企，我们将深入推进

在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防科技重点实验

室等创新平台建设，助力上海建设船海领域

科技创新策源地。”中国船舶集团副总经理

孙伟说。

包括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在内，近年来诸

多国家战略在上海落地。2018年11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首届进博会开幕式上宣布，交

给上海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增设上海自贸区

新片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今年是临港新片区运行三周年，在国家

战略指引下，新片区的规上工业产值等经济

指标保持着20%以上的增长。临港新片区

管委会专职副主任赵义怀说：“未来临港还

要在若干重点领域率先实现突破，盼望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给新片区的高水平开放发

展注入更大动力。”

上海西端，沪苏浙交界处。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内，同样呈现出生气

蓬勃的发展势头。

在塔吊林立、机器轰鸣的华为青浦研发

中心工地现场，中建三局项目经理杨威告诉

记者，他们承建的一个组团最近率先实现主

体结构封顶。他说：“这表明示范区的重点

项目建设进入新的阶段。迎接党的二十大，

我们示范区开发者也要锚定奋进‘新目标’，

鼓足劲头干出实效。”

今年以来，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推出了

15项制度新成果，让人才、资金等要素在省际

间更加畅通流动。“下一步，我们要坚持制度创

新和项目建设双轮驱动，推动更多跨域合作，

用实际行动来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长

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张忠伟说。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克服疫情不利影

响，今年1到7月上海全市货物进出口、实到

外资实现正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工业的

比重提高到42%，发展新动能持续壮大。

再过不到50天，第五届进博会将在上

海如期召开。目前，进博会企业商业展招展

工作已经完成，参展的世界500强和行业龙

头企业超过280家。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会议中心副总经理

王旭宏自今年六月开始，就和会议中心的同

事们进入了“冲刺时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见证了中外来宾共襄贸易盛举、共享美

好未来。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这激励我们

拿出最好的状态，服务好第五届进博会这一

场重大的主场外交活动。”王旭宏说。

位于浦东张江科学城的张江科学会堂，

9月刚启用就迎来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未

来，这里还将面向全球前沿科创力量，搭建

交流、交锋、交汇的平台，成为浦东乃至上海

的科创新地标。 ▼ 下转第三版

努力把国家战略势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效能，2500万申城
干部群众以实干笃行迎接党的二十大——

上海：奋楫争先立潮头
■新华社记者 姜 微

何欣荣 杨有宗

“沪字号”书香飘向全国——据不完

全统计，六年来上海品牌书店向全国输出

40家门店，足迹涉及16个省份，仅长三

角区域就有12家。以钟书阁、朵云书院、

大隐书局、上海三联书店等为代表的上海

实体书店通过核心竞争力输出，获得当地

读者认同，助力全民阅读建设。

上海作为中国出版重镇，诞生了众多

出版品牌，图书发行企业品牌输出也取得

重大突破，“上海出品”不仅成为一种趋

势，更是备受瞩目的文化现象。日前，上

海市书刊发行行业协会“上海出品，助力

各地全民阅读建设”座谈会上，业界解码

上海品牌书店破圈输出之道。疫情之下，

逆流而上，上海书店为什么行？

“连锁不复制”，上海书
店深度参与当地文化生活

“从店面设计到图书选品，我们都融

入当地文化，不然容易‘水土不服’。”作

为拓展全国市场最多的上海本土连锁书

店，钟书阁在全国开设28家书店，以“连

锁不复制”为品牌输出理念。上海钟书实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浩认为，将书店打造

成当地文化地标，需将书店独有气质融合

当地人文脉络，梳理进空间规划中，呈现

独具特色的美感。

目前上海共有六家钟书阁、三家钟书

书店，自2016年开始拓展全国市场，陆续

布局杭州、扬州、成都、苏州、无锡、西

安等地。山东淄博店即将开业，这家6000

平方米的大书城，改造了当地标志性建筑

海岱楼。以钟书阁为代表的“上海出品”

深度参与当地文化生活，与所在城市交融

共生。去年钟书阁 · 深圳店开业最初几天

日接待读者高达万余人，门店不得不采取

“限流”措施。

除了扩张传统连锁书店，上海三联书

店还进入文旅行业，探索实体书店跨界融

合新模式。 ▼ 下转第五版

钟书阁、朵云书院、大隐书局、上海三联书店近六年在全国
开出40家门店，还有11家即将亮相

上海品牌书店靠什么破圈输出？
■本报记者 许旸

转版导读

扩张步伐稳健，11家新
书店将在一年内陆续萌芽

■ 2022世界设计之都大会“WDCC时
尚元宇宙高峰论坛”昨天举行。当科技开启元
宇宙时尚的无限可能，放在时尚设计产业面前
的机遇与挑战共存：时尚产业该借元宇宙来表
达什么？设计又如何带动元宇宙新赛道的发
展？在这场“双向奔赴”的旅程中，每一个参与
者都有话想说

行走在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长岛路居

民区，车辆停放整齐、绿化修葺一新，“家门

口”小花园、健康步道、沁心园等多处微景观

已经成了小区的“颜值担当”。用小区居民

的话来说，就像是“走进了一个小公园”。

长岛路居民区是上世纪90年代末建成

的动迁房小区，常住人口2279户、5650人。

“‘老旧’不应该成为它的特点。”长岛路居民

区党总支书记李秀勤一直在琢磨：如何激发

出老旧小区新的生命力？

以提高组织网络能级、激活志愿团队

能量、提升服务群众能效为抓手，长岛路

居民区形成了以党总支为“引擎”，居委

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各级各类社区单

位、社会组织、社区团队等为“驱动力”的

多元参与治理模式，从老百姓可感可知的

身边事入手，让老旧小区持续焕发出活力

和创造力。

强化党的领导，筑强社区
战斗堡垒

在长岛路居民区，志愿者组成了“1+6”

的爱岛联盟：1支党员志愿者团队，30名党

员参与；6支核心志愿者团队，共有280多名

志愿者。疫情期间，这支志愿者团队迅速转

变成疫情防控志愿者，分为核酸、物资、配

药、帮困、团购等9个工作小组，与“双报到”

党员一道战斗在防疫一线，成为服务居民区

群众的一支中坚力量。

目前，整个居民区在177个楼道全覆盖

成立楼组党小组，形成“总支抓总、支部包

片、楼组包楼、工作到户”的组织体系。以

不超过500户为标准划分5个微网格，重新

调整党支部设置后，网格工作力量得以全

面充实，党小组则以楼为基、服务入户。

“我们从报到党员、有为青年等群体中挖

掘了98名适合人选担任‘第二楼组长’，积极

推动楼组党员‘亮身份、亮职责、亮成果’，

有力开展‘健康守护、特殊关爱、楼组党建’

三个专项行动。”在李秀勤看来，要把今年

抗疫中涌现出的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伍留下

来、稳定下来，就要用项目搭台、党员带头、

群众唱戏，凝聚更大的基层治理合力。

越来越多志愿者的身影开始出现在美

丽家园建设、垃圾分类、停车管理、飞线充电

整治、“五美”楼道创建等活动现场，成为长

岛路居民区社区治理的新生力量。

践行群众路线，做实联系
服务机制

最近，长岛路居民区打造的“家门口”服

务旗舰站又有升级，聚焦独居老人就餐难、

幼儿活动空间少、慢性病人配药不便等情

况，打造15个功能馆室，增设24小时政务自

助服务点，努力做到“小事、急事、难事不出

小区”。 ▼ 下转第五版

浦东新区长岛路居民区以党总支为“引擎”，组织吸纳居委会、业委会等多元“驱动力”
参与社区治理，让群众从“家门口”可感可知变化中增强获得感

集众智汇众力，老旧小区持续焕发活力
■探索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新路子

■本报记者 唐玮婕

元宇宙与时尚
如何“双向奔赴”

 刊第二版

▲ 朵云书院 ·黄岩店。 钟书阁 ·深圳店。（均书店方供图） 制图：李洁

本 报 讯 （记 者 张 懿） 以
“设计无界，相融共生”为主题

2022世界设计之都大会，昨天在

上海落下帷幕。四天时间里，大

会为全球设计界呈现了一幅令人

憧憬的未来画卷，展现了上海打

造世界一流设计之都的雄心，同

时也在网络上收获了高人气。据

统计，截至昨天17时，本届大

会全网相关话题阅读量逾7.2亿。

本次大会共举行了1场开幕

式、2场尖峰论坛、2场展览、

50余场高峰论坛和设计活动，来

自国内外的近300位设计界和产

业界大咖，一同为线上线下的海

量观众送上智慧分享，另有数百

项令人振奋的设计成果和项目在

大会期间发布。可以说，本次大

会 在 黄 浦 江 畔 打 出 了 “ 世 界

波”、描摹了“国潮风”、秀出了

“科技范”。

今年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虽是

首度举办，但从筹备阶段开始，

上海始终高起点谋划、高水平定

位，将大会作为上海建设世界一

流设计之都的重要契机。四天的

会期中，上海呼应全市创意和设

计产业的整体布局，同样围绕设

计驱动产业发展、打造城市空

间、优化公共服务、点亮美好生

活、共铸城市品牌的五维架构策

划推进，在汇聚全球设计智慧和

成果的同时，进一步宣示和提升

了上海的城市软实力。

大会期间颁出了许多重量级

奖项，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上海

设计 100+”评选吸引了来自

中、美、英、法、意等18个国

家和地区共1400多支设计团队

的2100多项设计创新产品、案

例或事件参与申报，数量同比增

长38%。而最终入围的300项设

计成果，其总销售额已经达到

422亿元，预计生命周期总销售

额将接近4000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大会还

实现了海内外展会的同频共振。

一方面，它与 2022巴黎设计

周、第七届中法品牌高峰论坛等

联动，在巴黎市中心同步举办海

外展，传递上海设计之都的形象

与风采；另一方面，以12家来

自东方美谷的上海美妆品牌为代

表，一批上海设计作品还走进了

2022米兰时装周，与意大利一

线时尚品牌携手完成了一次跨界

合作。

四天的会期倏忽而过，但以

会聚人、以会兴业、以会促产的

平台和架构已然形成。下一步，

上海将继续搭建全球设计共创分

享、合作交流的舞台，充分发挥

大会的带动和溢出作用，加快设

计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完善设

计创新生态体系，力争在2025年实现全市创意和设计产业

总产出超过2万亿元。

海外设计界也对加深和扩大与上海这片设计热土的合作充

满憧憬。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埃内斯托 · 拉米雷

斯所言，作为世界级设计中心，上海致力于利用设计的变革力

量，应对当代城市面临的挑战；未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与

上海携手共进，助力上海建设世界一流设计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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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的数据，本市
本周天气总体平稳，多云为主，最低气温在
20℃附近，最高气温稳定在26℃至27℃。
受冷空气扩散南下影响，周初阵风较大，郊区
最低温度可能跌破“2”字头

本周沪郊最低气温
或跌破“2”字头

 刊第五版

冷空气扩散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