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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与保罗捷斯匈波建交 70周年

习近平同六国元首互致贺电
李克强也分别同六国总理互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 10 月 7 日电 10 月 4

日至 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同保加
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
利和波兰六国元首互致贺电，庆祝中国
与六国建交 70周年。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向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和

良好的祝愿。习近平指出，六国是最早
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一批国家。建交
70年来， 中国同六国秉持相互尊重、平
等相待、互利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不
断向前发展，给中国同六国人民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利益。当前，双方高层交往
密切，各领域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

交流丰富多彩。新时代，中国同六国的
关系面临新的更广阔的前景。我高度重
视同六国关系发展，愿同六国元首共同
努力，以建交 70周年为新起点，用好共
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机遇，推动传统友好合作关系迈上新台
阶。 下转荩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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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宝花

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上
海各大景点景区迎来了摩肩接踵
的旅游客流， 为期 23天的上海旅
游节也在一场精彩的魔术音乐剧
中落下帷幕。正值文旅融合第一年
的 2019上海旅游节， 既通过精彩
纷呈的活动承载了过去 30年旅游
节撒播精彩与欢乐的传统，也为市
民游客添上了 “看大戏， 游上海”

“建筑可阅读”等丰富的文旅体验，

焕发出新的生机。

大产业： 百项旅游节
活动联动

10 月 6 日晚的浦东世博庆典
广场， 沉浸在节日欢乐气氛中的人
们，在这里欣赏了一场汇聚了音乐、

舞蹈、 魔术等元素在内的魔术音乐
剧表演， 可以近距离与演员和舞台
接触的沉浸式布置， 令观众们兴致
盎然。这场精彩的压轴表演，也成为
2019上海旅游节的告别演出。

为期 23 天的 2019 上海旅游
节，用 2570万人次的市民游客接待
量交出了一份亮丽的答卷。 但很少
有人知道，30年前起始于黄浦区的
旅游节，还只是一个区级节庆活动，

当年的市民游客接待量仅有 40万
人次左右；30年后， 这个走进美好
与欢乐的人民大众的节日， 已经成
长为一块响当当的城市节庆品牌。

旅游是关系长远发展的大产
业、大民生、大展示，关系长远发
展、民生福祉、城市形象。上海旅游
节以项目化的方式，呈现出旅游业
这一拉动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关
联度高、覆盖面广、产业链长、带动
力强的特点。 上海 16个区总计举
行了七大板块 100项系列活动，涵
盖文化、艺术、商业、体育、农业、工
业等领域。“看大戏，游上海”全年
活动在旅游节期间渐入佳境，白天
游览、夜间看戏，在两节相交的“中
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主题线路中，

城市观光与艺术节的剧目活动互
相搭配，为游客定制一份特别的文
旅体验；上海购物节、上海美食节、

“南京路欢乐周” 等商旅文活动联
动开展，“国际品牌酒店美食节”

“巨鹿路 158美食夜市”“锦江乐园
夜市”等繁荣夜间消费；“银联商旅
文惠民活动”在鼓励市民游客买买
买的同时，也直接带动了上海各大
商圈的人气和消费……旅游节与
关联产业的频繁联动，在带动关联
产业、拉动消费的同时，也令参与
各项活动的海内外游客感受到了
上海“四大品牌”的魅力。

大民生：惠及市民游客生活
“年轻人趁年轻要去旅游，老年人趁有时间要去旅游；

心情好去旅游度假，心情不好去旅游散心……”很难有一
个产业能像旅游这样，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和幸福度息息
相关。今年上海旅游节重点推进的“建筑可阅读”项目，为
市民游客提供了“听故事、品生活，找个地方静静发呆”的
空间。 今年上半年， 上海已开放的老建筑共计接待游客
764.63万人次。

位于复兴西路 62号的衡复风貌馆，是上海“建筑可阅
读” 的开放点之一。 人们纷纷在留言区写下感想：“吴兴路
35弄 1号，外公、外婆和我”“上海真的很美呀！谢谢以前的
人， 谢谢现在的人”“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认识上海，过
去、现在和将来”……这些饱含感情的留言，在记录下人们
到访足迹的同时，也承载着他们对于自己、他人和上海这座
城市的丰富情感。 负责衡复风貌馆打造的衡复投资公司副
总经理姚佳音告诉记者，在馆内的触摸互动墙前，一些老建
筑的“忠粉”喜欢一屏又一屏地仔细翻看阅读，常常一站就
是两三个小时。

在外滩二十二号，通过微信预约进入参观的人们从讲
解中获知， 这座 1906年由英国太古洋行建造的百年历史
保护建筑，在历经了三年的修复后重新焕发生机，成为市
政府颁发的八大“新品首发地”建筑之一； 下转荩6版

习近平回信问候勉励澳门退休老人，向全国老人们致重阳节祝福

坚持老有所为 继续发光发热
希望多向澳门青年讲一讲回归前后的故事，鼓励他们把爱国爱澳精神传承好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7 日电 在中国传统
节日重阳节来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 10月 6

日给澳门街坊总会颐骏中心长者义工组的 30

位老人回信， 向他们表示亲切问候和勉励，并
祝全国的老人们健康长寿、生活幸福。回信全
文如下：

澳门街坊总会颐骏中心长者义工组全体成员：

你们好！看到你们的来信，我想起了十年

前在澳门同大家见面的情景。得知你们退休
后热心公益事业、生活充实快乐，我很高兴。

作为新中国的同代人，你们见证了国家
几十年的沧桑巨变，亲历了“一国两制”在澳
门的成功实践。你们说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
由衷的骄傲，我相信这也是广大澳门同胞的
心声。希望你们坚持老有所为、继续发光发
热， 多向澳门青年讲一讲回归前后的故事，

鼓励他们把爱国爱澳精神传承好，积极参与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携手把澳门建设得更加
美丽。

重阳节就要到了，我祝你们、祝全国的
老人们健康长寿、生活幸福！

习近平
2019年 10月 6日

澳门街坊总会颐骏中心成立于 2007

年， 是一家专业的老年人服务机构。2009年
1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视察澳门期间，

曾到中心亲切看望。近日，颐骏中心长者义
工组的 30位老人给习近平写信， 讲述了澳
门回归后的发展变化，表达了深为自己是中
国人而骄傲的心情、传承好爱国爱澳精神的
决心。

李强：各级党委政府要下更大力气以更实举措把上海 500多万老年人的事办好

让上海的老年人笑容更多获得感更强
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与应勇殷一璀董云虎尹弘等走访慰问，了解为老服务工作推进情况
本报讯（记者 谈燕 孟群舒 朱珉迕 彭薇

洪俊杰）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在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 昨天
迎来全国第七个老年节。市委书记李强，市委
副书记、市长应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

市政协主席董云虎，市委副书记尹弘等分别前
往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养老机构和老年人
家庭走访慰问， 了解为老服务工作推进情况，

向全市老年人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李强
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
时关于解决“老、小、旧、远”问题的重要指示要
求，精准对接老年群体需求，提升养老服务品
质能级，强化为老工作支撑保障，打响上海养
老服务品牌，持续营造敬老爱老尊老良好社会
氛围，让生活在上海这座超大城市的老年人笑
容更多、获得感更强。

下午，李强等市领导来到浦东新区周家渡
街道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这里以智慧养老
数据中心为枢纽、社区“家门口”微型为老服务

站为依托、居家养老为基础，探索嵌入式养
老服务新模式， 实现医养资源在 15分钟服
务圈内可达可触可及。在中心一楼，几位老
年人正在体验智慧居家护理平台和科技助
老设备，李强同老人们以及工作人员亲切交
流，了解他们的想法建议。他说，养老既是大
民生，也是大产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
高品质生活的重要结合点。要充分把握上海
老年群体的养老服务需求， 用好现代技术，

创新养老模式，加大社会参与，更好满足差
异化、优质化养老需求。

在听取街道养老服务工作推进情况汇
报时， 李强关切询问社区老人的居住分布、

养老需求以及服务项目落实情况。 他说，要
结合中心城区实际， 既要做好做实 “综合
体”，也要见缝插针做“微养老”，进一步打响
嵌入式养老服务品牌。 要聚焦老年群体就
医、就餐、洗衣等生活照料和医疗照护需求，

不断增加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二楼日
间照料中心里，老年居民相聚一堂，翻看纪
念相册，共同回顾往昔岁月。李强走到他们
中间，向大家致以节日的问候，并祝全市老

年人节日快乐、健康长寿。老人们说，有了这
个家门口的“会客厅”后，老年生活更加丰富
多彩。李强说，看到大家在这里心情愉悦、活
动愉快，我们就放心多了。他叮嘱中心负责
同志，要通过“积极养老”，把老年人的“养
生”和“养心”结合起来，让老人们获得更多
的快乐。

随后， 市领导登门看望了 94岁的老战
士曹敦信，与他及其家人并肩而坐，仔细询
问日常起居生活情况，祝他健康长寿、万事
如意。 曹老不仅自己热心社区公益事业，还
带着女儿女婿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家中醒目
摆放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纪念章等荣誉勋章。李强说，老年人群体是
我们这座城市的宝贵财富，是城市发展进步
的建设者、参与者和见证者。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下更大力气、以更实举措把上海 500多
万老年人的事办好， 让老年人有更多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下转荩6版

养老既是大民生，也是大产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
重要结合点。要充分把握上海老年群体的养老服务需求，用好现代技术，创
新养老模式，加大社会参与，更好满足差异化、优质化养老需求

首发新品、新技术将超首届，“看不见产品”的新服务同样“吸睛”

进博会，更多“新鲜货”就要来了
■本报记者 吴卫群

进博会首次举办便跻身全球前十大
商业展会， 成为国际博览业史一大创举。

其中，衡量展会能级的重要指标———新品
首发的数量与质量，立下了赫赫功劳。

距第二届进博会还有 27天， 众多参
展商精心准备的“新鲜货”，正通过各种渠
道提前剧透，首发新产品、新技术也将超
过首届。

食品药品首发
进博会的食品及农产品展区事关开

门七件事，首届便异常火爆。第二届进博
会上，这个展区将新品汇集，首发频现。

麦德龙既是参展商又是上海交易团
成员，第二届他们带来参展的上百种进口
商品里面， 首次进入中国的有几十种，如
法国冰鲜牛肉、 麦德龙自有品牌意大利
Rioba咖啡胶囊、 麦德龙独家品牌意大利
布洛歌娜托斯卡纳红葡萄酒、西班牙伊比
利亚黑猪肉等。

二度参展的新西兰乳业有限公司，将
带来全球首发新品纽仕兰牧场 A2? 酪蛋
白儿童奶粉和纽仕兰牧场鲜奶粉———山
羊奶粉。“西班牙火腿”， 堪称首届进博会
的热搜词，第二届进博会上，西班牙橡雅
伊比利亚精选有限责任公司将带来
Carrasco 伊比利亚火腿切片前来新品首
发。

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的新品首
发，关乎广大患者的切身利益。本届进博
会上，辉瑞、罗氏、默沙东、强生、礼来等全
球顶尖医药企业早早报名，并带来多个已
在中国获批或者即将获批的新药和医疗
器械，预备进行中国首发。

礼来制药（中国）首次亮相进博会，他
们将带来近期在华获批上市的银屑病生

物创新药物拓咨。

医科达将拿出自己的最新产品———

数字治疗化放疗仪器， 这款产品具有 AI

大脑，可以通过“人脸识别”技术立马认出
病人，并将病人相关治疗方案、肿瘤位置、

治疗时间等信息准确传达给医务人员。

“新三样”比酷炫比新颖
家电、汽车、数码产品号称“新三样”，

如今在国人消费中比重越来越大。在第二
届进博会的科技生活展区和汽车展区，众
多首发新品将争奇斗艳， 比谁外观更酷
炫、功能更新颖。

博世家电将推出获得欧洲红点至尊大
奖的全进口嵌入式厨电套装， 涵盖了从烤
箱、蒸箱、灶具、吸油烟机到真空抽屉等完整
产品组合， 这也是它们首次在中国亮相。德
龙将在本届进博会上带来全新的双豆槽的
全自动咖啡机， 一次性可制作两杯卡布奇
诺，还可以连接 APP进行操作。

汽车展区也是新品的云集之地，依维柯
将有 4大类型的五款车型展出，其中两款为
亚洲首发。两位韩国“兄弟”同样给力，来自
韩国起亚汽车的 EV SUV Coupe概念车，选
择把全球首发活动放在第二届进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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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与宝石
精品先睹

①

②

③

④ ⑤

①128克拉坦桑石“海洋之星”。②全球最大绝地武士尖晶石。③形如脚丫的孔
雀石蓝铜矿。④自然金。⑤方解石。 均 吴卫群 摄

经济 七天消费 252.9亿元
文博 百万观众度过艺术假期
旅游 八方来客突破千万人次

刊 2版荩

大展示：促进长三角旅游一体化
刊 6版荩

上海百岁老人2657人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上海百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 2657人：

男性占 25%、女性占 75%

100岁-102岁占 83%

103岁-105岁占 14.5%

106岁及以上占 2.5%

■目前上海最高寿男寿星
110岁的宋洪根

■目前上海最高寿女寿星
112岁的徐素珍

详细报道刊 2版荩

今年首个诺奖“花落”
人体感知氧气机制
■来自美英的三位科学家威廉·凯林、

彼得·拉特克利夫、 格雷格·塞门
扎获得 2019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

■相关临床应用研究落地中国，自
主研发药物已上市，“未来潜力非
常值得期待”

■其中两位新晋诺奖得主月底将来
沪参加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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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70周年

20多位铁路工人
与“工友之子”

■70 年前
一场特殊的通
车剪彩仪式在
圆泄泾铁路桥
附近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