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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上海交大学子在校园开展歌曲“快闪”活动，互动表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我和我的祖国》《五月的鲜花》《毕业歌》《强国一代有我在》等主旋律作品。

4月 13日至 14日，“新青年 耀青春”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的“时光宝盒”万里
巡展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举行。活动开启沉浸式体验模式，为参观者重现百年间爱国青年群
体的影像。 本报记者 赖鑫琳 摄

2019年4月 日 星期一
己亥年三月十一 农历三月十六谷雨

第25499号 今日十二版

15

上海报业集团·解放日报社出版JIEFANGDAILY www.jfdaily.com

新闻热线：021-63523600

广告热线：021-22899999 转解放日报广告中心
上观

安卓客户端
今日 国内邮发代号：3-1

国外发行代号：D124

上观
苹果客户端

明日晴到多云，夜里转阴到多云，早晨前后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雾 温度：最高 20℃，最低 11℃

风向：东北，下午转偏东 风力：4-5级，下午转 3-4级
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转多云 温度：最高 18℃，最低 13℃

风向：东南 风力：3-4级

轨交15号线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全长 42.3公里，建成后将穿越宝山普陀长宁徐汇闵行 5个区

本报讯 （记者 戚颖璞）上海轨道
交通 15号线建设取得新进展。 昨天晚
间， 位于轨交 15号线武威东路站至古
浪路站下行区间段，随着最后一块预制
轨道板自密实混凝土灌注完成，15号线
迈入全面施工新阶段。

约 520 米的武威东路站至古浪路
站区间， 成为 15号线轨道板道床完工

的首个区间。预制轨道板道床如同钢轨
的“枕头”，用于固定钢轨，把列车在钢
轨上运行的巨大压力均匀地传递到隧
道管片上， 阻止钢轨纵向或横向移动。

相比传统的、现场浇筑的钢轨“枕头”，

预制轨道板道床提前在工厂内生产，最
后运到现场拼装， 减少了现场施工量。

由于质量提升，开在预制轨道板道床上

的列车，能更稳定地运行。

据悉，15号线是上海轨交网路中一
条在建的重要南北走向线，全长约 42.3

公里，途经宝山、普陀、长宁、徐汇、闵行
5个行政区，均为地下线，起自宝山顾村
公园，止于闵行紫竹高新区。竣工运行后
将大大改善上海西部地区南北向交通，

加强城市西部内外环线间的交通运力。

中办国办发指导意见，以落实产权主体为关键———

明年基本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14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改革的指导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提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

全面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完善自然
资源资产产权体系为重点，以落实产权
主体为关键，以调查监测和确权登记为
基础，着力促进自然资源集约开发利用
和生态保护修复，加强监督管理，注重
改革创新，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
范、运行高效的中国特色自然资源资产
产权制度体系，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美丽
中国提供基础支撑。到 2020年，归属清
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

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基本
建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和保护力
度明显提升， 为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和资源安全、推动形成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提
供有力支撑。

相关报道：探索宅
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
用权分置 刊 3版荩

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人心
本市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观

主题展首次举行，尹弘出席
本报讯 （记者 洪俊杰）4月 15日是全民国家安全教

育日。昨天上午，第一届上海市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观主
题微影视作品征集展示活动颁奖仪式举行。 市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尹弘出席仪式并参观总体国家安全观主题展。

他指出，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总体国家
安全观的重要论述，提高全民防范、抵御安全风险的意识
和本领，扎实做好上海维护国家安全各项工作，以优异成
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下转荩7版

1959 年 10 月 1 日，《解放日
报》。

“十年来，上海新建了各种住
房四百六十八万平方米。在市郊辟
建了曹杨、控江、鞍山、长白等三十
四个新村。寅丰毛纺织厂工人居永
康一家， 解放前住在一条破船上，

解放后搬进了曹杨新村。”

如果居永康还在，今年已是百
岁老人了。

你和孩子们还住在曹杨新村
吗？

你们过得好吗？

（文/沈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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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杜晨薇

三年前的一天，一名年轻的创业
者带着一叠材料独自跑去了浦东新
区的注册窗口，他的目标是注册一家
与医药研发相关的企业，可注册地却
是孵化器里的一张工位。其时，这里
还没有出现过用工位登记的先例，幸
运的是，他遇到了徐敏。这个身材瘦
削、性情温和的女注册官没有一口回
绝， 而是来到了创业者的工作现场
“问诊”， 详细了解对方的实际需求。

最终在徐敏的帮助下，这家公司得以
顺利注册，这也成了浦东新区“工位
登记”注册企业的第一例。

而今，随着以浦东市场监管局注
册许可分局党总支副书记徐敏命名
的创新服务工作室成立，越来越多的
企业体会到了这份“幸运”。过去一年
多里， 徐敏带着工作室 10名年轻的
注册官深入一线， 调研走访企业 500

多家， 开了 30余场座谈会， 解决了
600多个企业实际需求， 让市场主体
真切感受到浦东新区的温度与速度。

保障创新因子走得更远
互联网教育创业项目 “蚂蚁计

划”， 在上海建立 9个蚂蚁创客空间
和 1个蚂蚁教育小镇，服务上万名有
梦想的年轻创业者。在“蚂蚁计划”发
起人于杰眼中，每一个梦想实现的背
后，都离不开徐敏的帮助，“她是我们
的梦想合伙人”。

最初得知于杰在为一个个 “小
微”项目提供服务，徐敏主动提出要
给予帮助，并成了“蚂蚁小镇”的“常
客”。某天，“80后”台湾姑娘陈乃绮带
着她的科普教育计划来到 “蚂蚁小
镇”，想尽快设立一家教育培训机构。

没想到的是，按照政策，教育机构审
批要求比预想的严格， 申请流程漫
长、手续繁琐，让陈乃绮几乎放弃。于
杰不忍心，便赶忙来找徐敏。

审阅了创业者的申报材料后，徐
敏认可了女孩的教育理念和创意思
路，“但政策底线不能碰， 我们可以换
个思路来解决问题。” 徐敏提出建议，

可以把设想的“B2C”模式，转为“B2B”

模式，成立一家科技教育公司。而今，

陈乃绮得偿所愿， 她注册的 “上尚文
化”已成为集科学、技术、工程、艺术、

数学等多学科融合的综合教育机构。

徐敏告诉记者，浦东新区的中小
企业非常多， 这意味着新的业态、新
的创意也非常多。“我们应该把着力点

放在小微企业上、放在对未来发展有引领作用的产业中，尽
可能帮创业者清除‘路障’，让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开篇
提及的那家幸运的创业公司， 如今就落户在浦东张江衍禧
堂。这是一家专注于生物医药行业的老牌孵化器，里面集聚
的希望以工位作为注册地的小微项目有不少。

最初收到企业工位登记的申请时，徐敏还有些不能理
解。可当她看到这家孵化器后明白了，很多创业者凭着一
身技术就可以成就一片未来。“他可能并不需要租一间办
公室，甚至连一个工位都不需要，如果能实现工位登记，

就可以大大减少初创成本， 保障这些创新因子能够走得
更远。”那段时间，徐敏多次带队到孵化器走访，与管理
方、初创企业座谈，开展可行性研究，并多次向市级审批
部门汇报。 下转荩7版

包括诺奖得主图灵奖获得者在内的外籍专家及近 10万外籍网民投票评出

最具吸引力中国城市，上海“七连冠”
目前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已超 95万，在沪 21.5万名居全国首位

本报讯 （记者 俞陶然）在昨天举行的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深圳论坛
上，科技部、国家外国专家局发布了 2018年
“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
中国城市”，上海排名第一，在这项主题活动
中实现“七连冠”。此次评选出的十强城市依
次是：上海、北京、合肥、杭州、深圳、苏州、青
岛、天津、西安、武汉。

“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
力的中国城市”主题活动旨在通过外国人才
在华工作、 生活及相关政策环境等指标，调
查我国各主要城市对在华外国人才的吸引
力。2018年 “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
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主题活动共收到诺贝
尔奖获得者、图灵奖获得者、中国政府友谊
奖获得者、高端外国专家项目入选者等外籍

评委的签字选票 239 张， 数量达到历年之
最。 此外， 收到普通外国专家的签字选票
2815张、外籍网民选票 94849张。

上海为何能在这项权威评选中又一次
问鼎？市科委（市外国专家局）介绍，近年来，

上海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围绕“五个中心”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相继制定
出台了“人才 20 条”“人才 30 条”等政策措
施， 使外国人才在沪工作生活环境不断优
化，外国人才集聚度进一步提升。据统计，目
前有 21.5万名外国人在沪工作， 占全国的
23.7%，居全国首位。

2017年 4月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
实施以来， 本市共核发 《外国人工作许可
证》12 万余份， 其中外国高端人才逾 2 万
份，占比超过 18%，引进外国人才的数量和

质量均居全国第一。2018 年外国人才签证
制度实施以来， 本市已为近 500 位外国人
才办理《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数量居全
国第一。 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
心，本市 2018年度组织实施引智项目近 100

个，引进外国专家 500 余人次，资助引智经
费约 1500万元。

在国家外国专家局等部门支持下，上海
积极试点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外国人
才签证制度等一批改革政策，制定了一系列
便利化举措：一是简化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的部分程序，对适用自由贸易区、全面创新
改革试验区优惠政策的外国人简化来华工
作许可的办理程序， 在全国率先允许持有 L

（旅游）、M（商业贸易活动）签证的外国人直
接在境内申请办理外国人工作许可证；二是

为促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允许入驻虹桥
商务区的长三角企业在沪为其聘雇的外国人
才办理外国人工作许可；三是对外资研发中心
聘用外籍人才的申请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流
程做了精简，采用“告知+承诺”“容缺受理”等
方式办理外国人工作许可；四是针对外国高端
人才信用卡办理难问题，市外国专家局协调中
国银行上海分行，专门为来沪工作的外国高端
人才设计了信用卡，简化办卡手续，并为他们
提供精细化金融服务。

又讯 中国正日益成为世界各国人才创新
创业的理想栖息地。2018年中国累计发放外国
人才工作许可证 33.6万份，在中国境内工作的
外国人已经超过 95万人。目前，中国已经与世
界各国签署政府间合作协议 114项，人才交流
协议 346项。

“快闪”唱祖国

搬进曹杨新村的你们，现在好吗

▲1959 年 10 月 1 日
出版的《解放日报》庆祝建
国十周年画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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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君娜

2019 年元旦， 东方卫视吹响
“守正创新再出发”号角。迄今，短
短 3个多月，东方卫视全新版面涌
现了一系列正能量、高品质的创新
节目。其中，包括国内首档讲述时
代英雄故事的大型情怀节目 《闪
亮的名字》、 大型思想理论节目
《这就是中国》、 文化赏析类节目
《诗书画》、全国首档全景式警务纪
实片《巡逻现场实录 2018》，《人间
世 （第二季）》、《喝彩中华 （第二
季）》等。这些节目均获得了市场和
观众的好评，东方卫视转型升级成
效凸显。

全面重塑整体版面生态
东方卫视紧紧围绕“新时代新

面貌”的核心理念，从重塑版面生
态、突出新闻立台入手，重新构建
了东方卫视“4+2+1”版面布局。

其中，“4” 是指全天打造早、

中、晚、黄金四条新闻直播栏目播
出带，进一步强化“新闻立台”。为
此，东方卫视率先在全国省级卫视
22时 30分档播出 1小时的新闻日
播时评栏目《今晚 60 分》，晨间新
闻《看东方》扩版为两小时，东方卫
视的新闻播出量日均达到了 5 个
小时，体现了东方卫视在“做新时
代前行的记录者”这一核心理念上
的决心，以及“天下大事，看东方卫
视”的特色。

“2”指的是在每天黄金档重要
新闻版面前后，即 17时 50分和 23

时 30 分创新开辟文化节目日播
线，开播全新日播文化赏析类节目
《诗书画》，每天用十分钟，为观众
讲解一首诗、品鉴一幅字、赏析一
幅画，通过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新语
态新方式，让更多观众领略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1”是指东方卫视重点优化了
晚间黄金时段资源配置，按照“小
成本 大情怀 正能量”节目的自主
创新方向，在周间黄金时段打造一
条以公益节目为矩阵的 “930公益
节目文化带”， 推出了 《这就是中
国》《人间世》《闪亮的名字》《我们
在行动》《喝彩中华》等一批高品质
创新节目。

“新闻立台”做新闻节目，不仅
要增“量”，更重要的是提“质”。为
此，东方卫视在新闻节目的定位上
也各有侧重，《今晚 60分》 通过整
合多种新闻资源，打造“新闻时评”

节目，分设《关键时刻》《焦点对话》

《全球眼》《新财经》等板块，大量采
用 “主持人+上海北京两地特约嘉
宾+VTR”多框并列呈现的形式，形成多元视点、实时在线
的视觉感受，突出东方新闻的国际视野和财经特色，积极
主动地放大主流舆论场的声音。

从根本上提升创新能力
节目的创新创优，是推动转型升级的动力源。

在中宣部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牵头指导下，东方卫视
联合长江流域十二省市，全力打造贯穿全年的“长江之恋”

大型媒体项目， 包括了 12期新闻系列报道、 一台专题春
晚、6集文化纪实节目、13集季播综艺节目， 为长江流域
“文化共同体”搭建了创新形式的全媒体平台，形成了一道
崭新的“长江流域文化风景线”。

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尤其年轻观众关注时政问题，

东方卫视今年原创了一档周播思想理论类节目《这就是中
国》。 节目一改以往说教灌输式的理论节目形式， 代之以
“演讲+真人秀”的创新表达方式，向观众展现中国模式和
中国崛起的道路，帮助观众进一步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树
立“中国自信”。

《闪亮的名字》将英雄题材创作模式作了提升，即明星
实地寻访结合场景式演绎，用电影化的表现手法，再现英
雄事迹。节目自 1月 3日播出至今，全国平均收视（55城）

位列同时段第一，同时收获了各方好评，最近还代表中国
原创节目模式登上戛纳春季电视节主舞台。

综艺节目也是东方卫视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欢乐
喜剧人》避免了以往刻意煽情和激烈冲突的内容，让喜剧与
时代有了更紧密的结合， 潜移默化地带给观众对生活更积
极的看法与态度；《妈妈咪呀》 增加了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
外国妈妈和华人母亲，立足上海，放眼国际； 下转荩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