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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市管干部任职前公示
为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进一步扩大民

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把干部选好、选准，根
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经
市委研究决定，对下列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

解冬，女，1971年 2月出生，汉族，籍贯上
海，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学位，哲学硕士学
位，1995年 7月参加工作，无党派。现任上海市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上海市金融工作
局副局长。拟为市级机关正局职干部人选。

张培荣，男，1963年 4月出生，汉族，籍贯
江苏常州，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2年 10月参加工作，1995年 1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现任中共闵行区委常委、中共闵行区纪
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闵行区监察委员会主任。拟
任中共上海市委巡视组组长、正局级巡视专员。

潘小刚，男，1963年 6月出生，汉族，籍贯
江西余江， 中央党校大学学历，1980年 6月参
加工作，1987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中
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上海市监察委
员会委员。 拟任中共上海市委巡视组组长、正
局级巡视专员。

丁宝定，男，1963年 9月出生，汉族，籍贯
江苏南通，大学学历，工学学士学位，1987年 7

月参加工作，198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任
中共黄浦区委副书记。拟为地区政协正职人选。

王晓秋，男，1964年 8月出生，汉族，籍贯
江苏昆山，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高级工
程师，1988 年 7 月参加工作，1984 年 12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拟任市管企业正职。

刘健，男，1968年 4月出生，汉族，籍贯辽
宁沈阳，在职大学学历，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
理硕士学位，1988年 8月参加工作，1988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任中共金山区委常委、

副区长。拟任地区党委副职。

张玉清，男，1974年 1月出生，汉族，籍贯
山东莱阳，大学学历，法律硕士学位，1996年 7

月参加工作，1995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
任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上海市监察委

员会第八监督检查室主任。拟任中共上海市纪律
检查委员会、上海市监察委员会驻中共上海市教
育卫生工作委员会纪检监察组组长。

潘建安，男，1967年 6月出生，汉族，籍贯上
海，在职大学学历，法律硕士学位，1985年 10月
参加工作，1995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中
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上海市监察委员会案
件审理室主任。拟任上海市市级机关纪检监察工
作委员会书记。

俞林伟，男，1980年 2月出生，汉族，籍贯浙
江新昌，研究生学历，理学硕士学位，2003年 7月
参加工作，2012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静
安区临汾路街道党工委书记、 人大工委主任。拟
任市级机关副局职干部。

施方，女，1971年 1月出生，汉族，籍贯上海，

研究生学历， 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年 7月参加
工作，1997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上海市
统计局总经济师。拟任市级机关副局职干部。

夏春明，男，1969年 3月出生，汉族，籍贯上
海，研究生学历，哲学博士学位，教授，1994 年 7

月参加工作，1991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任
华东理工大学信息化办公室主任、创新创业教育
中心副主任。拟任市管高校副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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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开幕。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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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全会后的这几天，

我们上海的党员干部中热议
的一个中心话题， 莫过于在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当
下，上海要摆正“白手起家、

从头开始”的创业姿态。我们
要重振小平同志在浦东开发
开放之初唤醒的 “那么一股
气呀劲呀”，每个干部都要争
当“负重前行的人、挑灯夜战
的人、鞠躬尽瘁的人”……

说起这个 “挑灯夜战”，

便想起一个“996”的领导干
部来———这是外地一个单位
的一把手，“硬档”， 自上任
后，做出“牌子”，每晚 9时即
关手机， 次日上午 9时才开
机，每周七天，他有六天要安
睡午觉，12时一过， 手机又
关掉，办公室熄灯，外间秘书
把关，任你天王老子也不见，

被戏称为另一种“996”……

这位领导， 其实也曾
“挑灯夜战”， 也曾当过“24

小时的公仆”， 为什么变成
了另一种“996”呢？其中一
个要因，是他上任的那个系
统， 曾有过四任一把手，其
中两位，干了许多事，拔了
很多“钉子”，也得罪了不少
人，虽然颇有建树，但是“争
议”很大，举报不断，“上面”

就觉得“麻烦”，所以“下场”

并不怎样。 而还有两位，在
任几年，什么也没干，人人
都说好，所以竟然得到提拔
重用……也许是这位领导，

从“正反”两面的先例中汲
取了“经验教训”，于是当起
了一脸堆笑大肚能容的“弥勒佛”，于是也端坐
不动，“什么也不干”，几年下来，因为“不起蓬
头”“不翻烧饼”，果然“平稳”得很，又因为谁也
不得罪，所以“人缘好”、得票高，“组织上”也觉
得“稳重”，差一点也要晋级加爵呢！

这样的“996”当属极个别现象，但抱着“宁
可不做，也不出错”的想法熬年头的同志，恐怕
就有一些了。当前，在一些干部中出现缺失“创
业”的气与劲，甚至精神不振、萎靡困顿的原
因，一是认识上的误区，以为“难得的战略机遇
期”已经不再，过度地放大了面前的困难和不
确定性，变得丧失信心，不尽人事；二是氛围上
的问题，例如“标新立异”啦，“个人英雄主义”

啦，或是“出头橼子先烂”“枪打出头鸟”，种种
非议，在有些小局部仍有不小市场；三是用人
导向上的误导，对于那些“敢为天下先”，“第一
个吃螃蟹”的弄潮儿，尤其对于那些因为打破
藩篱而得罪人、因为创新试验而一时一事失败
的闯将，在有些地方往往以“有争议”、得票少、

意见大而放在一边， 这种能下庸上的逆淘汰，

使旧时官场中“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必多走一
步路”的“好官模样”、为官规则在某些层面上
深入官心。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精致的利己主
义”，把个人仕途放在第一选择，把一己得失当
做利弊趋避，不但要安享“舒适区”，而且要躲
进“安全区”，至于“初心”何在，“使命”又去哪
里，恐怕早已忘怀，更何论对党和人民的托付
“充满激情、富于创造、勇于担当”？

当然还有一种反腐纠风形势下的新的不作
为，这种情形是非主流，但也须得注意———某镇
要为村民改造新建一批厕所，但是要好几个“有
关部门”批啊！这种事在过去，拉一桌酒，每人发
一万块的“卡”，总共十多万就搞定了；但是“现
在”不行了啊，喝酒他不来，送卡上门更不收，要
你自己到“窗口”去排队登记，拖拉一年，又说这
种项目能不能搞， 排到下一个五年计划再来研
究吧———这个镇的民用厕所， 据说到今天还未
造起来，而这种“不吃也不办、不拿也不干”的新
官僚作风，推开来看，恐怕并非孤例吧……

第三批15家贸易型总部颁证
本报讯 （记者 吴卫群）昨天下午，本市第三批

贸易型总部颁证仪式举行。此次认定的第三批 15家
贸易型总部，涵盖国内批发零售、国际货物贸易、物
流仓储及国际服务以及平台交易等领域， 累计交易
额达到 4500亿元，千亿级以上的有 1家，百亿以上
的有 11家。贸易型总部中，行业龙头企业不断涌现，

充分体现了贸易型总部政策集聚效应， 平台型与供
应链服务企业占比超六成， 反映了企业总部转型升
级发展步伐加快，供应链整合能力进一步提升。

副市长许昆林为企业授牌。

沪台两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上，嘉宾热议全方位交流合作

■本报记者 洪俊杰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进入第十个年头。

昨天，海峡两岸官员、学者与青年共聚金山，通
过主题演讲、分论坛互动等形式，共议两座城
市的“创新、合作、未来”。

更大舞台展现在两地青年面前
“我有幸见过台塑集团的王永庆先生。他

是白手起家的典范，无数个王先生引领了台湾
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他的成功绝不是简单的
运气使然，而是靠涓涓细流、蔚为大观的人生
努力。”在论坛主题演讲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周汉民提出， 两岸青年要做到既能仰望星空，

也能脚踏实地，真正提升谋生能力、创新能力
与奉献能力。

青年人的能力培养， 离不开各方的努力。

目前，上海正推进沪台全方位交流合作，为台
湾青年施展才华、实现抱负注入新动力、拓展
新空间。数据显示，上海涉及台青创业项目基

地有 20多个， 涉台创业企业及团队 800余个，

台青在沪创业人数超 2000人。上海还率先出台
了《关于促进沪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实施办
法》，为大陆首个省级层面推出的惠台政策。

当下， 更大舞台展现在两地青年面前，那
就是“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这都会对两岸
青年形成更大的吸引力。周汉民表示，真诚期
待台湾的青年人能顺势而为、乘势而进、共襄
盛举， 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之一，

形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同奋斗氛围。

推动文化艺术界携手共赢
在之后的文化分论坛上， 台北市政府文化

局长蔡宗雄以闹市村落“宝藏岩”为例，与上海
同行分享了都市更新的经验。 上世纪 60年代，

民众在此处搭建了大量建筑， 经年累月后破旧
不堪。从 2010 年起，台北市政府借助“艺居共
生” 概念， 通过艺术家驻村为老建筑注入新生
命， 如今成为了岛内文青打卡地。“我们不仅要

保留老屋的历史风貌，更要关心里面有什么人、

做什么事，这样才能让老建筑真正‘活’起来。”

台北的做法得到上海同行的呼应。上海市
文化和旅游局局长于秀芬介绍了上海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提出要“见人见物见生
活”。在刚刚过去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后，上
海为市民送出了非遗文旅大礼包，其中既有 12

条精心设计的非遗旅游线路，还有品尝上海味
道的非遗美食地图，“让非遗走进现代生活，让
市民感到并不遥远”。

2010年上海台北签署文化交流备忘录，为
两市文化交流合作奠定长效机制，这些年来两
地交流合作不断深化。“我们也想借助这一平
台，学习台北的好做法与好经验。”于秀芬向台
北朋友表示，希望两岸继续以共同的中华文化
为纽带，进一步加强双城在文化领域交流与合
作，推动文化艺术界携手共赢。

分享智慧城市建设经验
“打造城市治理一张网，要像绣花一样精

细。 未来人工智能也会用在生活垃圾分类
上。”上海市经信委主任吴金城在介绍上海智
慧城市发展时说，上海在城市安全运行、社会
管理服务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要通过新技
术、新业态、新模式，来拓展新空间、激发新动
能”。

他还告诉台北客人，通过建设双千兆宽带
城市，上海已成为 5G发展最领先的城市之一。

与此同时， 上海正聚焦推动社会智能化治理，

打造精细之城； 聚焦便捷普惠的民生服务，打
造温暖之城；聚焦数字技术赋能发展，打造创
新之城。

“上海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台北市政
府资讯局局长吕新科介绍了台北智慧城市的
创新协作生态。这一生态以政府为平台，打造
台北智慧生活实验室，使各类要素逐步到位，

努力打造宜居永续的智慧城市。

“热忱欢迎上海同仁能去台北走一走看
一看，给我们提出建议。”吕新科向台下的上
海朋友发出了邀请。

食安不过关，怎能“把钱先赚起来”
市场监管部门查处多家知名品牌违法违规，涉及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

本报讯 （记者 陈玺撼）上海市市场监
管局近期公开了一批针对食品生产经营者
的行政处罚决定，涉及 Wagas（沃歌斯）、西
贝、瑞幸咖啡、捞王、呷哺呷哺、左庭右院等
品牌，相关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违法行为主要
涉及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生产经营不合
格食品等。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第八
十七分店位于沪太路 1111弄 10号地下一层
B145。去年 10 月 28 日，静安区市场监管局
对当事人的经营场所进行监督抽检， 被抽检
的鸡毛菜，其啶虫脒（一种杀虫剂）残留量实
测为 3.65毫克/千克， 判定为不合格。 经复
检，残留量为 3.53毫克/千克，依旧不合格。

当事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生产经营
了农药残留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

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
品，今年 4月 22日，被静安区市场监管局作出
了罚款 5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此外，一些餐饮服务单位企图在未获得相
关许可或资质的情况下，“把钱先赚起来”。

今年 3月 4日，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
员接到举报，反映上海沃歌斯餐饮有限公司西
藏南路店经营管理的“Wagas 沃歌斯（复兴路
Base店）”在美团外卖平台上销售蛋糕。

经初步调查，当事人虽然取得了食品经营
许可证，但其经营项目限定为“热食类食品制
售、冷食类食品制售、自制饮品制售”，并没有
制售蛋糕的相关资质。在现场检查中，当事人
却被发现制售农舍胡萝卜蛋糕等冷加工糕点，

当事人作为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超过许可的
经营项目范围从事食品经营， 今年 5月 29日

被黄浦区市场监管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没收
违法所得并罚款 5万元。

而上海西贝浩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世博
大道分公司曾经连食品经营许可证都没有，就
擅自开店经营， 还被检查出店内存有过期食
品， 被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今年 6月 19日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 没收违法所得 12.5万余元，

罚款 42.6万余元。

经查，当事人从今年 1月 12日起，在未依
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在世博大道
1368 号 1 区 G 层 1G08 室，擅自以“西贝莜面
村”的店招，对外从事餐饮服务活动。至案发，

当事人共无证经营 4 天。现场检查中，执法人
员还在当事人厨房的蔬菜冷柜中查见了部分
过期食品，生产日期均为“2019-1-11”，保质期
均至“2019-1-14”，执法人员检查时均已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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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晔

身在进博会举办地和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前沿 ，

“上海西大门” 青浦的 “锦
鲤”气质令人羡慕，而其抢
抓机遇的拼劲更让人点赞。

记者不久前在那里蹲点调
查，感受到这股无处不在的
拼劲，就在“老税务”站好的
最后一班岗中，也在“啄木
鸟”正在竭力争取的“存在
感”中。

“老税务”感受
“最后一公里”

即将退休的老税务周
石侠，依旧选择青浦区税务
局第一税务所“新办企业业
务组”，和其他 14 人一起到
青浦区行政服务中心办公。

由于税务部门的新加
盟，纳税人在青浦区行政服
务中心内正式实现了跨进
一道门， 办完工商营业执
照、 公章、 法人一证通、税
务核定直至领取发票等一
揽子业务，实现了“一窗一
口受理、 一窗一口出件”的
夙愿。

周石侠从事税务工作
30 余年。他记得，2000 年之
前， 关于新办企业开业，所
涉及审批部门各管各摊，信
息不共享，企业不得不重复
提交资料，从申请办理营业
执照到最后拿到税务发票，

至少得耗上 3个月时间。

“现在，平台信息实时
共享，纳税人到青浦区税务
局窗口办结开业、申领发票
等税务事项一般只需 3

天。”周石侠说。

“啄木鸟”难有
用武之地
青浦区行政服务中心

直属青浦区政务办，政务办中的审改科有一项
重要职能，就是指导和监督全区政府机关效能
建设， 督查各行政部门简政放权的落实情况，

以及各窗口的服务效能。然而这只“啄木鸟”最
近几次“捉虫”都不太成功。

审改科几乎无“虫”可捉的原因，或许就藏
在“一网通办”综合评估指数里。去年，青浦区
“一网通办” 综合评估指数在全市 16个区中排
名第六，其中两项一级指标，即服务事项覆盖度
和办事指南准确度分别为 98.06%和 93.78%，

位列全市前茅。

眼下，青浦区正在全力推进行政审批“双减
半”，即审批时限减少一半、提交材料减少一半，

而区行政服务中心则力争实行“零材料”提交，

市民们只需随身携带相关 APP， 各窗口通过扫
码即可获得相关数据。 目前，17类电子证照涉
及 138项事务已在中心内应用， 今年高频电子
证照的应用有望增至 100类。

上海 500万就业青年
四分之一来自苏浙皖

据新华社上海 7月 4日电 （记者 周蕊）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青团上海市
委员会联合发布的《上海市青年就业状况报告
（2019）》显示，在上海就业的近 500万青年中，

有超过四分之一来自长三角的苏浙皖三省。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加快，人才流动变
得更加频繁，来自安徽、江苏和浙江的青年在
上海就业变得越来越集中，统计显示，三省在
上海登记就业的青年高达 131.7万人， 约占在
沪登记就业的 300 多万外省市来沪青年的
41.9%， 占上海青年就业人口的比例超过四分
之一。其中，安徽户籍来沪就业青年的数量最
多，达到 66.3万人，而江苏户籍的来沪青年也
超过 50万人。

《报告》还显示，在沪登记就业的 16-35岁
青年 2018年全年平均月薪为 7342元，与上年
相比增长了 743元，增长幅度为 11.3%。

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首日迎观众 4.8万人次

国漫“圈粉”，盼“越来越好”
本报讯 （记者 张熠）一大早，上海世博

展览馆门口就蜿蜒出一条长龙，粉丝奔着心
仪的动漫周边、角色而来，简直突破了“次元
壁”。 为期 5天的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动漫游
戏博览会（CCG EXPO 2019）公众板块昨天
拉开帷幕，连同专业板块，首日共迎来观众
4.8万人次。

回望国漫发展历程
9时刚过，展会现场已是人头攒动。位于

中厅的“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动漫主题展，

既回望了国漫的发展历程，也展示了即将于
国庆上映的国漫新作《江南》。影片结合从洋
务运动到甲午战争时期的历史元素，讲述主
人公潜心学习机造技艺，并逐渐成长为顶尖
机匠的故事。

无独有偶，腾讯视频也打造了一条“国
漫时光廊”，可以依次看到《三个和尚》《天
书奇谭》《黑猫警长》等经典国漫作品，此外
也有 《十万个冷笑话》《画江湖之不良人》

《魁拔之十万火急》等近年来的新作。“我们
看着国漫一步步崛起。” 章霞是 CCG EXPO

的老观众，几乎每年都来，“期待国漫发展越
来越好。”

一进馆，17岁的江怜和白宸就直奔阅文
动漫展台，两人既是《全职高手》的书粉，也
是其动漫粉。“《全职高手》讲的是网游，很合
年轻人口味。” 展台一角复原了动漫中出现
的“兴欣网络会所”，墙上似模似样贴上了不
少招聘网管的小广告，沉浸式线下体验空间
引得不少动漫迷排队一探究竟。当天，阅文
动漫发布动画电影 《全职高手之巅峰荣耀》

预告片， 宣布正式定档 8月 16日。“有机会
一定会去影院看首映。”江怜说。

偶像热度堪比真人
除了国漫人气角色，现场“圈粉”的还有

虚拟偶像。灰发、绿瞳、一身蓝衣的虚拟歌手
洛天依，如今在国内拥有数百万名粉丝，万人
场的线下演唱会一票难求， 热度堪比真人偶
像。在互动娱乐馆，洛天依的“迷弟”“迷妹”早
早便等候在现场。“每位虚拟偶像都有自己的
世界观、性格与爱好，比如洛天依，就是一个
情感丰富，看起来有点冒失，比较甜美可爱的

15岁少女。”Vsinger项目总监殷勤说。

2012 年 7 月 12 日， 在 CCG EXPO 现
场，洛天依正式“出道”，很快积累了大批粉
丝。殷勤认为，网络及科技的发展丰富了人
们的创造力， 也让大家更乐于接受虚拟偶
像，“虚拟偶像的打造过程中，会出现许多用
户自制内容，用户或粉丝为她创造音乐和画
稿， 我们选取素材并利用全息技术呈现出
来”。目前为止，洛天依的曲库中已有上万首
曲目，远超真人歌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