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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一座极具现代化而又有着深厚文
化底蕴的国际化大都市。外滩百年万国建筑
与黄浦江对岸的陆家嘴现代摩天大楼交相辉
映，踱步孙中山故居感受伟人爱国情怀，老人
带着儿孙来到他儿时常来的淮海公园，城隍
庙香烟袅袅⋯⋯沿街还可以看到老弄堂里的
足球少年，退休老人们在群众剧场里看着滑
稽戏，还有老饭店的本帮菜肴和西式房屋的
法国餐厅和谐共存⋯⋯黄浦区一带凭借中西
特色交融、传统与现代共存、富有文化内涵的
观光趣味，每年都要迎来不计其数的游客队
伍，穿梭其间，让人感受到“海纳百川, 兼容
并蓄”的海派文化精髓。

讲好上海故事 传承海派文脉
首届尚海杯“美好上海见证官”公益招募现已启动

首届尚海杯“美好上海见证官”招募活动
报名信息

征集时间：
2019年 8月 14日—2019年 9月 15日

报名热线：
400-181-8833

景点范围：
人民广场、外滩、城隍庙、孙中山故居、韬

奋纪念馆、中共一大会址、淮海公园、团中央

旧址、金辰大酒店、花园饭店等十个景点中任

选，或任一景点周围有代表性的雕像、街道等

也可。

征集资料：
景点故事，亲历或见证的故事皆可，向工

作人员口述，记录后编辑成文，有照片、视频、

物件等资料更佳。

扫一扫，实时了解活动信息

尚海整装观光车

尚海整装场馆外立面

尚海整装期待与您携手，
讲好您心目中的上海故事！

“美好上海见证官”从何而来？

“观光车每天在景点穿梭，景点背后的故
事描绘着上海人民幸福生活的点滴变化。”

2005年，原卢湾区（现黄浦区）开通了免费观光旅
游专线， 在黄浦区一带核心旅游景点进行定点流动的

环行系统， 为五湖四海的游客提供了愉悦的旅游出行
体验。14年来，免费旅游观光车收获了大批游客的欢迎
与点赞， 为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提供了观光
便利的同时，展示出了上海热情、友好的城市形象。

位于黄浦区肇嘉浜路 100号的尚海整装，是拥有
25年品牌积淀的上海本土家装企业———聚通装饰集
团旗下整装品牌。尚海整装，取名“尚海”，也正是寄托
了品牌创始人徐国俭对于家乡热土一份浓厚的爱，徐
国俭从事家装行业二十五年来，见证并陪伴了上海市
民居住环境的变迁。作为上海市民心目中有着深刻情
感烙印的家装企业，尚海整装也参与到黄浦区免费观
光旅游专线的设立中来，这个国庆，将有两辆“尚海专
列”观光车出现在游客的视野之中，并在上海市民中
选取十名“美好上海见证官”讲述沿途景点背后的历
史与人文，带给游客更真实、更亲切的获得感。

“美好上海见证官”能做什么？

“谈的谈，说的说，这里故事真不错，请你
的朋友一起来，魔都来做客。”

“尚海专列” 免费观光车主要途经人民广场、外
滩、城隍庙、孙中山故居、韬奋纪念馆、中共一大会
址、淮海公园、团中央旧址、金辰大酒店、花园饭店等
10个主要景点。“美好上海见证官”正是在以上 10个
景点中的任意一个， 或是在任一景点附近代表性的
雕像、街道、建筑等设施事物中选取，将民众选取这
个地点背后的历史发展、文化涵义，抑或是在记忆中
的特殊情缘、伴随大家生活变化的见证符号，以主人
翁的姿态，先行先进，向外来游客娓娓道来，让游客
们更具象、更深刻地了解并记住这些景点，从中感受
到上海市民生活、海派文化的特色所在，沉浸其中，

回味无穷。

在发车仪式当天，尚海将为“美好上海见证官”

现场颁发证书，见证官们可以和来自五湖四海的游
客零距离接触， 面对面向他们讲述景点的故事，尚
海也将对十位见证官们所讲述的故事进行相应视
频短片的还原拍摄，在观光车内进行车载视频的播
放，让更多的游客坐着观光车观赏着景点时，配以
根据民众所讲述故事拍摄的讲解视频，为游客提供

可停留、可欣赏、可互动、可感受、可回味的高质量
观光体验，这些知名景点也代表了立体、鲜活的上
海形象，上海这一摩登都市在游客心里将更具“城
市温度”。

如何成为“美好上海见证官”？

“我已开讲，期待在我的娓娓道来中，让
你触摸到我记忆中的这方天地。”

如果市民们想要向游客朋友述说记忆中的景点
与它背后的故事， 可以拨打 24 小时活动官方热线
400-181-8833进行报名，报名时间为 2019年 8月 14

日至 2019年 9月 15日，尚海将在三个自然日内与故
事提供者联系并初步沟通，而后面对面聆听提拱者的
故事讲述，故事内容将由尚海整装工作人员整理编辑
成文，在尚海整装官方微信公众号、尚海整装官方微
博、聚通装饰集团微信公众号、尚海整装官网、合作网
络平台等渠道公开展示。

在报名截止后，尚海将在尚海整装官方微信公众
平台进行为期三天的投票活动（具体时间敬请关注后
续报道），由大众选出大家心目中更有共鸣、更有代表
性的故事，由此，人民广场、外滩、城隍庙、孙中山故
居、韬奋纪念馆、中共一大会址、淮海公园、团中央旧
址、 金辰大酒店、 花园饭店等 10个景点分别对应的
“美好上海见证官”正式诞生。

尚海整装作为此次公益征集活动的主办方，将
为 10 位“美好上海见证官”送上丰厚装修大礼包与
亲友装修优惠名额， 详情请关注尚海整装官方微信
订阅号或登陆 www.shzs2013.com尚海官网查询。

本市积极推进电子旅游合同使用

跟团出游先签电子合同
消费者权益将更有保障

■本报记者 李宝花

去旅行社参团出游， 在手机上签署电子合同，

还可以将电子合同同步到自己邮箱， 随时有据可
查。日前，市民张小姐在昭化路上一家旅行社门店
体验了这样的电子旅游合同签署过程。 从下单、签
合同再到保存邮箱， 张小姐感受到的不仅是便利，

更是安全与可靠。对旅行社和主管部门而言，电子
旅游合同的推进也将节约大量人力物力，遇突发情
况也可更方便地了解旅游团的分布情况。

为进一步推广电子旅游合同的使用，市文化旅
游局日前举办专题培训，动员部署旅行社全面使用
电子旅游合同工作。

大大降低旅游机构成本
张小姐说：“以前我签的旅游服务合同，好像每

个旅行社的合同模板都不大一样， 一些纸质的合同
上还会有销售人员手写补充，感觉不是很规范。现在
这个电子版的合同模板相对规范，行程、用车、住宿，

甚至是含购物的环节都写出来，看着比较踏实。”

记者从上海目前已经推行电子旅游合同的几家
旅游机构了解到， 电子合同不仅为游客带来更规范
的体验，也为旅游机构节省诸多人力物力。携程早在
2012年起即在部分线路上推出在线赴台游电子合
同， 并于去年 3月全面实现与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
台的系统对接。今年 1至 7月，携程国旅与游客签订
的电子合同达 48.7万份，节约纸张 4520公斤。

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说，未推广使用电子
合同时，春秋旅游仅存放合同就要专门租借一个仓
库，每份合同还要保管 2年。电子合同使用后大大
降低了印刷成本、保管成本、人力核验成本等。

日常经营业务一目了然
相比传统纸质版旅游合同，电子旅游合同的优

势主要体现在提升信息化规范化水平、保障消费群
体合法权益、高效处置旅游突发事件等三个方面。

对行业管理部门而言， 可以通过系统随时调
阅、检查旅游合同签订情况，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
监督旅游企业依法依规开展经营活动。旅行社管理
层通过电子旅游合同系统也可对公司日常的旅游
经营业务情况“一目了然”。

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说，电子旅游合同系统仅
对取得旅游资质的正规旅行社开放，且电子合同系
统对公章的生成、管理有严格的流程，随着电子旅
游合同的推广应用不断深入，通过信息科技手段打
压“黑导游”“黑旅行社”生存空间的作用将会显现。

另一方面，电子旅游合同的签订、履行、变更、解
除全部备案在系统，当旅游者投诉产生时，旅游质监
执法机构可及时开展相关调查核实工作， 快速介入
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切实保障旅游者合法权益。

高效处置旅游突发事件
目前，旅游监管服务平台除包含电子合同信息

外，还包含旅行社基本信息、团队信息、导游信息等
数据信息。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行业管理部门会立
刻启动应急预案，通过平台第一时间将目的地的突
发事件信息和电子合同信息、 旅行社基本信息、团
队信息、导游信息进行交叉比对，有助于对突发事
件涉及的旅行社和游客进行精准定位，及时指导和
督促相关旅游企业开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最
大限度保障旅游者人身和财产安全。

截至目前，本市旅行社在平台上传电子旅游合
同 56.78万份，总量名列全国前茅。下一步，市文化
旅游局将加大电子旅游合同推进力度， 建立持续性
行业信息收集机制，强化市场监管、规范经营秩序。

《2019国际科技创新数据洞见》全球热点城市比较研究报告发布

上海深耕基础研究，顶尖科研比肩新加坡
本报讯 （记者 黄海华） 上海深耕基础研

究，在顶尖科学研究上比肩新加坡。北京的比
较优势体现在高质量的技术创新产出上，而
深圳在技术创新活跃度上领先。《2019国际科
技创新数据洞见》 全球热点城市比较研究报
告， 前天在 “科技创新资源大数据国际研讨
会”上发布。报告由上海科技创新资源数据中
心联合爱思唯尔公司分析服务团队共同完
成，选取了国际上 20 个重要创新城市（热点
城市）。

活跃科研人员集中在高校院所
上海、 深圳吸引人才的优势最为明显，在

“流入研究人员”占比表现上，上海、深圳名列
第 2、3名。但这两个城市的外来研究人员影响
力都高于本土培养的研究人员，流失的研究人
员较留在本土的研究人员和流入的研究人员
影响力也更高。“如何设法留住高影响力研究
人员这一课题仍需进一步探索。 相比之下，波
士顿、旧金山、纽约等美国热点城市流入人才

的影响力明显高于流出。” 上海研发公共服务
平台副主任朱悦说。

上海活跃科研人员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
所的聚集度为 20 个城市中最高， 但在企业、

政府和医疗机构等分布较为稀少。 首尔与旧
金山的企业活跃科研人员数量较高， 伦敦在
医疗机构中拥有比其他城市更多的活跃科研
人员。

上海顶级期刊发文量增速第一
科研论文发文的 CAGR （复合年均增长

率），表明了基础创新的持续性和活跃程度。排
名前五的城市依次是深圳、波士顿、莫斯科、北
京和上海。其中，深圳的 CAGR高达 16.8%。

TOP1%高被引论文量体现了一个大学顶
尖成果的产出体量和学术的全球影响力。上海
TOP1%高被引论文量的增速两倍于总发文量
增速，排在北京之前，处于中间位置。“上海在
CNS 顶级期刊的发文量以 34%的增速居全球
热点城市第一， 可以看出上海深耕基础研究，

在顶尖科学研究上的实力有明显提升，影响力
也在快速增长。” 爱思唯尔亚太区分析数据组
主管莎拉·哈格特女士说。

中国城市学企合作发文占比低
从各城市学企合作发文比例来看， 旧金

山、纽约、大阪、东京居于前位。中国城市学企
合作发文比例居后且近五年来并未有明显增
长，体现出学术研究成果在产业端的应用程度
不高， 科学研究与产业应用的结合不紧密。虽
然深圳的发文体量远低于北京、上海，但因为
在深圳集聚了像华为、 腾讯、ZTE等研究密集
型企业，其学企合作发表的占比较高。

上海在学企合作发文量上，表现一般（第
八名）。“上海如何凭借自身在长三角区域的科
技资源集聚优势， 并通过有效的政策驱动将
上海的科研学术机构的知识流动合作拓展到
周边城市， 将会是下一轮创新动力激活的重
点。” 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资源数据部副部
长王茜说。

上海研发投入有望成领头羊
与巴黎、伦敦、柏林相比，上海的研发投入

增速最快，达 5.5%，且是唯一一个复合年均增
长率为正值的城市；投入强度最高，按照目标
定位， 到 2022年上海研发投入预计将达 254

亿美元，有望成为“领头羊”。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伦敦的研发投入
强度虽然最低，但其城市竞争力一直位居全球
前列，这一悖论可归因于伦敦存在着未被测度
的隐形创新。英国国家科技艺术基金会在《英
国的创新差距》报告中提出，所谓隐形创新，是
未被研发投入经费等传统指标所考量的创新
活动，是一个创新型经济实体本身与传统创新
指标测度结果之间真实的创新缺口。从城市产
业结构来看，伦敦是一个以服务型中小企业为
主的城市，服务创新并不完全依赖于高技术创
新与研发，而更多地依赖具有专业特长和经验
的人员，所以在人员培训、市场营销等方面投
入更多。

徐汇区集中整治盛华景苑群租乱象，并将保持严控态势

已整治150户！工作组天天驻守

■本报记者 车佳楠 实习生 开西

7月 26日，本报刊发《动迁房小区群租
屡拆屡建，如何解？》一文，报道了徐汇区盛
华景苑小区群租回潮现象。当时，徐汇区委
副书记、区长方世忠作出回应，一定会将整
治群租这件事进行到底。

时隔两个星期，盛华景苑小区群租整治
是否有了进展？8月 7日，记者进行了回访。

挨家挨户排摸，一周内自行整改
8月 7日去盛华景苑小区前， 记者询问

社区民警张洪林得知，一周前居委会和民警
逐户排摸，共发现 118户存在群租行为，8月
7日要进行第三次联合整治行动。

在盛华景苑居委会的群租整治小组会
议室， 记者看到偌大的整面墙上贴着一张
“群租整治工作推进表”， 全小区 2728户房
屋一一罗列， 并按照排摸情况贴上 4 类贴
纸，分别是：业主自住、未进户、正常租户和
群租整治中。居委会负责人介绍，为了掌握

小区整体出租情况，居委会和社区民警挨家挨
户上门核查。统计发现，小区目前自住 972户，

正常出租 734户， 群租 118户， 疑似群租 23

户，其余为空房或未进户。

7月 31日，群租整治工作小组（派出所、城
管、房管所、居委）成立并进驻小区，一直不间
断地开展排摸行动。一旦巡查人员发现疑似群
租行为，就上报给工作组。工作组认定后再开
展整治， 一到两周不回潮才算整治成功。7月
26日，他们约谈了一批二房东，要求在一周内
自行完成整改。8月 7日，6支督查队伍根据排
摸的群租名单逐户进门查看。对尚未自行整改
的群租行为，当场实施拆除。

拆了一半的卫生间又被搭回来
居委会负责人拿出的统计表上，4号楼有 9

户存在群租行为。在 2604室，城管人员发现厨
房被改造成小卧室。 约 6平方米的室内有高低
床、衣柜和书桌，留下洗手池和 4个插座口。城
管人员说，人均面积不超过 5平方米，加上其改
变厨房的原本功能，就是群租行为。

在 1602室， 阴暗局促的客厅堆满电器和
杂物，5个房间房门一溜排开。 在客厅一角，还
有一台洗衣机和热水器，墙面和地上留下砖块
铺设过的水泥痕迹，这里显然也曾用来隔成一
间独立卫浴。据介绍，此户型原本为 2室 2厅，

如今成了 4室 2卫。

执法人员来到 4号楼 702室门口，一名男
子匆匆赶来，直言此处“没人没人”。“这是你的
房子吗？”“你住哪一间？” 在执法人员逼问下，

男子支支吾吾，嘴
上说着住在 704

室，却拿出钥匙打
开 702室的大门。

一开门，映入
眼帘的是一处挂
着格子布的门框。

门框晃晃悠悠，一
角还悬挂着一团
电线和开关。打开
开关，格子布内亮
起浴霸，原来这是
一个独立卫生间。城管人员介绍，这个卫生间
也是二房东用砖石额外搭建的，此前整治中已
进行拆除，没想到房东又搭了个简易的。城管
人员当即派人进行拆除。

华泾镇房管所主任周杉称，群租房的二房
东学会和相关部门打 “游击战”。 碰到整治行
动，就会自行拆除并将材料分散或运到隐蔽的
地方，随后再找时机重新搭建。

群租整治小组今后将常驻社区
整治行动持续整整一天，周边居民闻讯赶

来，为执法人员提供疑似群租行为的线索。从 7

月 31日至 8月 7日，6支督查队伍共完成 150

户群租房的整治工作， 总计敲除隔断 200处、

敲除电表 83 只、 敲毁搬走违规摆放床铺 33

个、 敲除马桶 51个， 登记并教育租客约 100

人，当场警告并约谈二房东约 20人。

集中整治和拆除行为虽震慑力足， 见效

快，但并非长效之策。华泾镇政府决定通过
一系列人防和技防措施，进一步压缩群租行
为的生存空间。 华泾镇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城管部门对楼道内的出租广告进行拍照
取证， 通过将号码停机和对机主罚款等手
段，“让二房东意识到这个小区拒绝群租”。

另外，小区将建造门禁系统。建造完成
后，对所有自住居民发放门禁一卡通，要求
租客办理租赁备案登记，外来人员须登记才
能发卡，由此掌握人员和房间信息。镇政府
正与徐汇区公安分局协商，配备人脸识别系
统，提前进行信息登记采集。华泾镇政府正
在与一家代理经租房的国有企业协商合作
事宜，规范小区内房源出租和管理模式。

眼下，华泾镇群租整治工作小组将天天
驻守小区，对群租问题保持严控态势，发现
一起整治一起。该小组今后也将作为常驻机
构，成为华泾镇的群租治理工作中心。

热线追踪

执法人员当场拆除违规隔断房。 车佳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