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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泰王国国王哇集拉隆功致加冕贺电

中泰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新华社北京 5月 4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4 日向泰王国国王哇集拉隆功
致加冕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值此陛下加
冕之际， 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和泰国人
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你是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关心支持中泰
友好事业。 我高度重视中泰关系发展，

愿同你一道努力，继续弘扬中泰传统友
谊，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动两

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
展。祝泰王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据新华社曼谷 5月 4日电 （记者
杨舟 汪瑾）泰国国王玛哈·哇集拉隆功
加冕典礼 4日在曼谷大王宫举行。

当地时间 4 日上午 10 时许，加冕
典礼开始。首先举行圣水仪式，哇集拉
隆功坐在大王宫一亭子内接受泰国僧
王等宗教人士的圣水祝福，随后在广南
殿接受了枢密院主席炳、总理巴育、立
法议会主席蓬贝、最高法院院长集等献

上的圣水祝福。

随后，国王接受宗教人士献上的印
有国王尊号的金箔卡片和各类圣器，并
自行戴上王冠。

国王加冕典礼将持续 3天，据泰国
公布的日程，国王 5日将授予王室成员
新的封号，并率盛大的出行队伍巡游，6

日则将在大王宫外围与民众见面，并接
见各国使节。

泰国先王普密蓬 2016 年去世，哇
集拉隆功于同年继位。

申城备下一道丰富多彩文旅大餐
文旅融合产品成十二艺节亮点特色，做好公共文化服务，让艺术节真正成为人民大众节日

这几日，上海昆剧团正在新近落成的
香港西九戏曲中心献演《临川四梦》，让上
海戏曲艺术中心党委书记、总裁，上海昆
剧团团长谷好好兴奋的是，已经有许多资
深的香港“昆虫”和上昆约定，要在 5月飞
到上海看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的《浣纱记
传奇》。

白天游览沪上美景和展览，晚上观赏
精美大戏，上海已为全国的戏迷和游客备
下一道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大餐。融文化
和旅游为一体，形成一系列的文旅融合产
品也是本届艺术节的亮点特色之一，市文
化和旅游局结合十二艺节的精彩剧目和
展览展示，组织了一批具有上海特色文化
元素的文化和旅游活动，发布了一批上海
文化旅游精品路线，推出了一批优惠的文
化和旅游产品， 并做好配套公共文化服
务，让艺术节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的节日。

邀“昆虫”来沪
昆曲戏迷有个可爱的名字———“昆

虫”。昆虫是飞动的，这帮热爱昆曲的观众
们也会追随喜欢的院团、 剧目飞来飞去。

前晚，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总会澳门区主席
李卉茵专程赶来香港西九戏曲中心看上
昆的《紫钗记》。她介绍，在香港澳门有一
群爱昆曲的年轻人， 会跟随昆曲到处飞。

“我很想 5 月份来上海看十二艺节的演

出，除了看戏，也想跟上海的朋友去茶馆喝
茶，游览外滩建筑、静安寺……”

像李卉茵这样的“昆虫”还有很多。这
次，上海昆剧团在香港巡演期间，也不忘为
即将到来的十二艺节吆喝，给剧目《浣纱记
传奇》 做预热。“这是一台年轻的原创剧，

昆曲创作相对其他剧种更难，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次挑战。”这次来演，谷好好发现观
众席里有很多熟面孔，他们都是昆曲的铁
杆粉丝。即将亮相十二艺节的《浣纱记传
奇》同样受到香港观众的关注和期待，在演

出期间， 上昆也适时向他们发出十二艺节
的邀请。“这次来香港演出也是对艺术节的
一次宣传。香港观众非常懂戏，他们觉得，

《浣纱记传奇》 所打出的致敬先贤的理念
非常好。喜欢就会追随，相信会有许多香
港观众飞到上海来看我们的艺术节演出，

跟着我们飞动。”

面对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游客的热
情，上海已做好准备。今年 3 月 30 日，上海
率先启动“百万市民看大戏，游上海”活动，

发布了 4大主题的40 条上海文旅融合精品

路线，串起上海 16 个区的主要文化旅游资
源，不少线路都和十二艺节的演出、展览等
活动相关。 比如从追寻徐家汇源文脉的上
海电影博物馆到上海文化地标重要组成部
分的上海博物馆、上海大剧院，这条线路串
起了上海文艺发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值
得细细品读。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期间，观
众可在博物馆参观展览， 再去上海大剧院
欣赏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舞剧《东坡海
南》、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等剧目。据
市文化和旅游局介绍， 上海同时推出了一
批优惠的文化和旅游产品，有 21 家旅游景
区点推出了优惠年票，30多家星级酒店推出
了多种餐饮优惠措施。春秋和携程等旅游企
业也推出了一系列“看大戏，游上海”的产
品，方便游客选择。“十二艺节是全国人民的
节日，我们盛情邀请香港市民在十二艺节期
间到上海来旅游，吃美食，看大戏。”谷好好
向大家发出邀请。

剧院本身也是景点
在不少资深戏迷眼里，剧院本身也是值

得“品读”的景观，比如上海大剧院、兰心大
戏院，以及安福路上的小剧场等都是年轻人
心目中的文艺圣地， 值得去专程游赏。2018

年 11月，市委宣传部、黄浦区委区政府联合
发布了“演艺大世界———人民广场剧场群”

名称并推动成立演艺大世界联盟。以人民广
场为中心点出发，无论朝哪个方向走，几乎
每过一条马路， 就能走进一座艺术殿堂。在
环人民广场 1.5平方公里区域内， 上海大剧
院、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天蟾逸夫舞台、

人民大舞台、中国大戏院、上海大世界等 21

个剧场和展演空间构成了全国规模最大、密
度最高的剧场群。 下转荩7版

“国旗下成长”主题活动举行
青少年升国旗暨爱国宣讲专场活动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彭薇）昨天清晨，为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全市各界青少年代表在各区的红色地标举行主题为
“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的“国旗下成长———上海市青
少年升国旗暨爱国宣讲专场活动”。

在中心会场渔阳里广场， 在 94岁高龄的离休老干部
孙瑞英的带领下，一批 18岁高中生在国旗下宣誓成人，全
场高唱《我和我的祖国》。 下转荩7版
相关报道：再现百年前这场伟大爱国群众运动 刊 2版荩

青少年在渔阳里广场宣誓入团。 本报记者 赖鑫琳 摄

今日看点十二艺节期间，戏迷们和游客白天可观美景和展览，晚上可赏精美大戏

■本报记者 钟菡

大世界夜景。 资料照片

丹阳集结：进城之前忙备考
70 年前，1949

年 4 月 23 日 ，南
京解放 。 长江沿
岸、 宁沪沿线，解
放军势如破竹。中
国最大的城市上
海即将解放，但接

管这个“冒险家乐园”与“十里洋场”，敌人放
出话来：上海是只大染缸，共产党红的进来，

将会黑的出去。此前 1个月，1949年 3月 23

日， 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进京赶考”。而

今，也是一场“进城”赶考。

向丹阳集结———4月 23日丹阳解放后，

这座江南小城群英荟萃，最盛时，汇聚了中
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6人、 候补委员 2

人；汇聚了总前委、华东局和上海局等领导
机关主要领导干部，党、政、军、文各界同志
33500余人。其中，也有准备在上海创办《解
放日报》的队伍。

在丹阳“备考”———接管上海的大量准
备工作在丹阳完成。 为了印刷上海市军管
人员接管用的大量文件材料，一度“丹阳纸
贵”，印刷厂和木刻匠人们夜以继日地紧张
工作。人们认真研究了上海地下党提供的
《上海概况》等各种资料，掌握情况，研究对

策。“外交纪律”和入城“三大公约”、“十项
守则”都在丹阳制定，其中包括“无故不打
枪”、“不住民房店铺”、“无事不上街” 等，

《入城纪律》 被印刷成口袋书， 封面上写着
“人人熟读，人人遵守”。还有介绍大城市里
公共设施、电器、市民生活的《城市常识》，战
士们也在丹阳学习……

记者回到 70年前的集结地。

老宅与新楼
有丹阳人指点，该往“戴家花园”去。那

是总前委旧址，处于如今丹阳市中心一片繁
华商场与居民楼间， 两层高的砖墙小楼，邓
小平、陈毅铜像醒目。楼上楼下两间小房，是

邓小平、陈毅二人在丹阳的卧室。旧址纪念馆
副馆长王玉娟告诉记者， 接管上海要用的各
类封条、任命书、印章、大量的文件及宣传材
料，都在丹阳印制。她还介绍，有老同志回忆，

总前委院子的天井里，邓小平、陈毅曾邀请人
们围坐成一圈谈心，从法国勤工俭学，到回国
参加革命斗争，再到上海的接收管理……

与戴家花园一街之隔的城河路 61 号小
院，是一座粉墙黛瓦红窗棂的小楼。这里是当
年华东局财经委的办公地址。

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常年有年轻人来
参观。总有人问：70年前，为何是丹阳？看地图
可知，这里地处沪宁铁路线，京杭大运河贯通
全境，水陆交通十分便捷。地理位置适中之外，

丹阳县城目标不大，有利于防空隐藏和迅速集
散。另外，苏南抗日根据地曾在这一带，有较好
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如今，也因为区位优
势，丹阳城是远近闻名的“眼镜城”，小眼镜成
了大产业。城市发展，高楼林立。 下转荩7版

市科委与西门子签署科技合作备忘录，助力上海企业数字化转型

让外企更好融入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近日，上海市科委与德国企业西门子签

署科技合作备忘录。市科委将为西门子更好
融入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各类渠道
与平台，西门子则将充分发挥其技术与人才
优势，助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这是西门子
第一次与上海政府部门签署科技合作备忘
录。”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华东区总经理
王伟国说，“今后我们将积极参与更多的前
沿科技项目。”

今年 2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
体制机制改革 增强科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
的意见》指出，上海要建立多层次多类型国
际合作网络，支持海外研发机构和科学家与
上海机构联合申报我市科技计划项目，支持
外资机构在沪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市科委与
西门子的深度合作，就是建立国际合作网络
的重要举措。据悉，这家德企正在与宝武集
团开展智慧制造（工业 4.0）战略合作，为钢
铁及其他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打造 “样板车
间”。签署科技合作备忘录后，西门子将与上
海机床厂联合研发数字化机床技术；与申通

地铁合作研究供电系统设计与运维的优化
方案，为市民地铁出行保驾护航。

联合打造宝武智能工厂
市科委国际合作处介绍， 截至目前，已

有 446家外资研发中心落户上海，成为提升
上海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市
科委通过积极搭建平台、 共享科技资源、加
强合作交流等多种形式，鼓励和支持在沪外
资研发中心与上海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开
展深度合作。仅 2018年，上海研发公共服务
平台就新增 10家外资研发中心， 市科委项

目专家库新增 14名外资企业专家。

在外企融入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大潮
中，西门子走在了前列。2016 年 6 月，宝钢
集团与西门子股份公司签署 《宝钢与西门
子智慧制造（工业 4.0）战略协议》，覆盖数
字化咨询、先导项目、人才培养、标准制订
等方面。如今，作为双方合作的先导项目，

1580热轧智能工厂已在宝山区建成。 西门
子团队利用工厂工程设计和管理软件，为
热轧厂产线的机架设备建立了数字化模
型，使仪表、机械、电气等不同专业的工作
人员可以在一个数字化平台上协同工作，

已降低图纸翻阅量 90%左右， 提高专业协同
效率 10%左右。 西门子研发的控制系统和无
线射频识别（RFID）技术，让工业机器人有了
“大脑”，能自动为轧辊补充润滑油，为热轧厂
减少注油工人 2名。

“我国钢铁行业的自动化、信息化程度是
比较高的，宝武集团又是标杆企业，在一个很
高的起点上怎样才能完成数字化升级？” 西门
子宝武联合探索工业 4.0项目总监陈江宁说，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升级的核心任务，是从实物
资产管理转变为数字化资产管理。 以 1580热
轧厂为例，西门子与宝武合作，为产线的关键
机架设备建立了数字化模型，不同专业的工作
人员对设备的操作和运维都记录在一个平台
上。 企业可以将这些数字化资产上传网络、进
行分析和智能管理，构成数字化设计、生产、交
付和运维的闭环。

维修人员“回归人的生活”

实现数字化资产管理后，制造业企业受益
良多：提高生产效率、节省人力成本、减少安全
隐患……宝武维修人员也尝到了甜头，说他们
“回归了人的生活”。 下转荩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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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城市，是全球目光的
聚焦点， 是全球人士的目的
地。要成为全球网络中一个不
可或缺的高端节点，就要更大
程度集聚、 配置全球资源。上
海作为一座以开放为最大特
征的城市， 打造面向世界的
“会客厅”，让各路贤达在此汇
聚， 让全球资源在此涌动，是
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
的应有之义。而黄浦江两岸无
疑是打造世界“会客厅”的首
选之地。

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

孕育了城市精神、涵养了城市
品格、塑造着城市气质。黄浦
江两岸的空间， 承载了上海
开埠以来种种特殊的历史记
忆，凝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令世
界惊艳的沧桑巨变成果。可以
说，浦江两岸，就是上海开放、

创新、包容品格最好的具象体
现。这是见证上海从一个小地
方向国际大都市蜕变的空
间，也是从中国走向世界、全
球进入中国的前沿，也将为全
球交流打造更多平台、提供更
好服务。

把黄浦江两岸打造成世
界的“会客厅”，自然要让这个
空间体现世界级品质，同时也
要彰显中国风格、凸显上海气
质。在此前几代人不懈努力的
基础上，今天的我们更要以高
起点的规划设计、高标准的建
设实施、 高水准的运营维护，

不断提升这里的建筑品质、生
态品质、文化品质、产业品质、

生活品质，培育新亮点，展示
新特色，使之成为一条诠释城
市魅力、 讲述 “上海故事”的
“项链”，一个让八方来客和本
地居民都能感知城市温度和
气度的场所，也为世界性的交
流交往提供绝佳的空间。

世界的“会客厅”，既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

真正有影响力的城市地标， 不是凭空造出来的，

而是在一座城市深层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根
基上“长”出来的。地标背靠着城市。纽约著名的
时代广场，能被誉为“世界的十字路口”，就是因
为身处纽约，吸引全球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
息流。一样道理，浦江两岸要成为“世界的会客
厅”， 也必然要求上海在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上做足文章，特别是做强开放这个“最大优势”，

对标全球、对接全球、融通全球，更加海纳百川、

广纳良才，充分吸引“国际玩家”。做到这些，这座
城市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吸引力，“会客厅”也自会
高朋满座、精英荟萃。

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编者按 5年前的 5月 23日至 24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沪考察工作期
间，要求上海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5年来，上海科
创中心建设在顶层设计和制度供给、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体系构建、世界级新兴产业集群培育、科创中心区域和环境营造
等方面取得了很多进展和成效。 为了反映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新作为和新
成效，本报今起推出“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栏目，展
示这些新进展新成效。

■本报首席记者

孔令君 导读
黄浦江滨江五区
吸引 565万市民游客

■今年“五一”小长假天气适宜，本市 161家主
要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数量同比增长33%

■386家零售和餐饮企业小长假实现销售额
46.9亿元，同比增15.5% 详细报道刊 6版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