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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舒抒 周楠 李成东 唐烨

今年 9月，上海市区寸土寸金
的静安寺商圈，诞生了一座建筑面
积超过 300 平方米的专业养老空
间“乐龄坊”，为生活在周边的社区
长者们开辟了一座乐享晚年生活
的“幸福港湾”。

截至去年底，上海户籍老年人
口已超 503万，市民平均期望寿命
达 83.63岁， 老年人占户籍总人口
比重达 34.4%。 让申城百姓人人老
有所养、老有所享、老有所乐，成为
这座城市持续探索的课题。

9月以来，各区在深入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期间，

主动瞄准百姓关切的养老服务痛
点、难点和堵点，充分挖掘新技术、

新模式，逐个击破问题瓶颈。长宁
区于 9月 21日发布上海首个老年
认知障碍友好社区标准，松江区在
泖港镇黄桥村等地建设“幸福老人
村”进一步发展互助式农村养老服
务， 努力助推养老服务从 “有”到
“优”。

社区为老服务中心广覆盖
初秋的一个上午，89 岁的朱

德明像往常一样，吃完早饭后“笃
悠悠” 地来到虹口区市民驿站嘉
兴路街道第一分站二楼， 充实又
惬意的一天正等待着他： 上午先
做身体检查、练习一遍手指操，中
午吃上一顿搭配丰富的营养套餐，

午休后根据当天课表， 学习烘焙、

书法课，或是与“老伙伴们”下棋、

阅读。

截至目前，上海已重点建成集
全托、日托、医养结合、助餐等多种
功能于一体的“枢纽型”社区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 180家，以短期住养
照料为主的长者照护之家也已建
成 155 家。在主题教育期间，如何
提升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水平、辐
射能级，进一步巩固“15 分钟养老
服务圈” 在城镇化地区的全覆盖，

不少区域都从调研中摸索出了适
合自身特点的发展路径。

长宁区自去年 6 月起， 在虹
桥、华阳、江苏等 3 个街道首次开
展老年人认知症筛查。 主题教育
期间， 长宁区民政局和首批试点
筛查的三个街道干部深入社区调
研， 面对面了解认知症患者和家
属对病患照护、康复训练、早期预
防的顾虑与疑惑，加快推进认知障
碍友好社区建设标准的制定。这
份国庆前夕新鲜出炉的 “标准”，

首次为老年人居家养老、 早期预
防认知障碍提供了清晰指引，也
唤起社会更广泛层面对老年人认
知症的正确认识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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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万居住区达标率提升至 80%

上海垃圾分类渐成“风景”
市人大专题调研，殷一璀参加

本报讯 （记者 王海燕）昨天上午，市人大常委会部分
组成人员专题调研“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联席会
议”工作情况。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参加。

专题调研座谈会上，市政府副秘书长黄融汇报了市生
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联席会议统筹协调生活垃圾管
理工作的情况。 下转荩2版

“非遗+扶贫”大力推进，发挥文化“扶志”“扶智”作用

一“鼓”作气，实现脱贫梦想
■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带动百姓

就近就业、居家就业方面的独特优势，成为很多贫
困地区助力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 非遗更好融入
现代生活，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正有力推
动实现扶贫就业、非遗保护、文化振兴的多赢

■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将进一步推进非遗助力精准扶贫工作，

持续引入研发、销售、投资等各方资源，进一步推动
当地非遗项目与旅游等相关资源的融合力度，推动
形成文化和旅游精准扶贫新路径 刊 6版荩

集中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集群
市政协召开主席会，董云虎主持

本报讯 （记者 吴頔）昨天，市政协召开十三届三十三
次主席会议，审议关于“上海农业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课题调研报告等事项。市政协主席董云虎主持。

今年 4月以来，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深入本市基
层镇村调研， 全面分析农业产业发展现状， 针对土地、政
策、资金、人才、环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短板提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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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沪郊乡村真正宜居宜游
市人大调研乡村振兴示范村，殷一璀参加

本报讯 （记者 王海燕 通讯员 王心雨）昨天下午，市
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赴奉贤、闵行等区，调研本市乡村
振兴示范村建设情况。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参加调研。

殷一璀一行先后赴奉贤区青村镇吴房村、闵行区浦江
镇革新村，在田间地头、宅前屋后，详细询问农民集中居
住、绿色田园综合体等项目建设情况； 下转荩5版

进博汽车展区领军企业齐聚
70多项新产品新技术首发， 还将举办创新

技术和自动驾驶体验活动 均刊 3版荩

两大重磅抗癌利器亚太首发
“放疗超人” 能将诊疗时间降至 15分钟，

超精准质子治疗强度再提高 72倍

不久前刚完成“身份转换”的临港，今起再次举办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最强大脑”集聚新片区巅峰激荡

■本报记者 舒抒 胡幸阳

时隔一年，滴水湖畔，再一次星光璀璨。

今天，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将于
临港开幕。与 2018年首届论坛举办时不同，

今年论坛举办地上海临港，在不久前刚刚完
成“身份转换”———8月 20日，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正式揭牌。从“潮
来一片汪洋，潮去一片芦苇”的滩涂开启新
一轮华丽转身，临港新片区正向着成为中国
对外开放的新高地迈进。

而今，65位世界顶尖科学家聚集此地，

人数较上一年更多， 人们的期待也更盛：通
过世界“最强大脑”的巅峰激荡，探究全球最
前沿科技发展趋势， 增强上海创新策源能
力，彰显上海开放包容的城市品格。

上海，正以更前瞻性的视野和更开放的
胸怀，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加快向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建立顶尖科学家朋友圈
“去年的大会特别成功！” 论坛开幕前

夕，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秘书长王侯接受了
记者专访。去年，首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声动全球。 下转荩2版

 65位世界顶尖科学家将参加本届论坛，包括 44位诺贝尔奖得主和 21位沃尔夫奖、拉斯克奖、图灵奖、麦克阿
瑟奖、菲尔兹奖等得主。其中，还可一睹 4位 2019年诺贝尔奖新晋得主的风采

尤德良展示已经
登陆天猫国际的波兰
化妆品。 李晔 摄

■尤德良这 8

年的工作经历分为
两段———前 6 年，

努力说服中国企业
“走出去” 投资波
兰 ；后 2 年，极力
撮合波兰的好东西
装进中国“篮子”。

滴水湖畔
星光璀璨

■上一届参会的科学家，

今年 80%都来了。吸引科学家
们再次不远万里来到上海的背
后， 有三大不可忽视的 “吸引
力”———首届论坛期间，科学家
们在上海感受到了政府和社会
各层面对科学研究的重视；上
海作为中国对外开放最重要的
窗口， 雄厚的基础科研能力令
科学家们对中国的科学发展有
了新的认识； 科学家们在上海
交流得“畅快淋漓”

世界顶尖
科学家昨天已
陆续抵达上
海。 这是记者
拍摄的部分诺
贝尔奖得主。

海沙尔 摄

荩论坛主会场滴水湖皇冠
假日酒店灯光璀璨。孟雨涵 摄

首届进博会上把“1亿美元”说成“100亿美元”，口误也许能真成“小目标”

一年来收获颇丰，这个波兰小伙又来了

■本报首席记者 李晔

身为波兰投资贸易局中国区首席代
表，波兰小伙尤德良称自己是一个被进博
会彻底“切换了模式”的人。

他 2006 年来华进修中文，2010 年担
任上海世博会波兰国家馆志愿者。2011

年，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首设海外办事
处，地点上海，尤德良由此获得了他人生
第一份正式工作。2017年， 波兰信息与外
国投资局更名为“波兰投资贸易局”。尤德
良这 8 年的工作经历因此被分为两
段———前 6 年，努力说服中国企业“走出
去”投资波兰；后 2年，极力撮合波兰的好
东西装进中国“篮子”。

尤德良在首届进博会上一炮而红。

去年进博会前，他起初是一名超级推
销员，一次次回国，向波兰老牌企业们推
介一个陌生名词———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而到了年中，他又化身“老娘舅”，不懈
调解，只因万般努力争取到的 830平方米

参展面积， 实在满足不了踊跃的参展企业。

无奈，他只能在 140余家报名企业中好中再
选优，硬着头皮“劝退”60余家，最终敲定 80

家企业参展，涉及食品、高端智能、汽配等六
大行业。

而进博会中，他的一段口误及随机应变
被传为美谈。去年在“四叶草”，当波兰投资
贸易局与绿地商贸集团签署采购协议时，

作为主持人的尤德良将采购金额 “1 亿美

元”说成了“100 亿美元”。但他随即道：“没
关系，到明年就是 100 亿了！”以自信巧妙
弥补了失误。

从首届进博会落幕近一年来的收获来
看，“100亿” 或许真的只是一个小目标———

参加首届进博会的一家波兰化妆品企业，其
一款“Be organic”有机洗面奶很快被多家采
购商盯牢，今年 3月已签下大单，目前正在食
药监部门做备案；而波兰籍球星、效力于德国

拜仁慕尼黑队的莱万多夫斯基， 其创办的公
司一款 “能量棒” 食品去年在进博会上首发
后，今年已同天猫合作，即将在“双 11”开抢。

转型中的尤德良却深感自己面临大挑
战。为此，作为一名鲁迅崇拜者和厦门大学
文学博士，他忙中挤出时间，攻读下上海华
东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硕士学位，旨在
现学现用。

其实， 尤德良的业务能力有目共睹，他
说：“企业水涨船高的需求逼得我不断进
步。”譬如，去年进博会前，他忙布展之余，还
义务为一众波兰参展企业将名片与宣传册
译成中文。

紧接着，展中有握手，展后有成交，问题
又来了。 由于波兰产品素以供应欧洲为主，

如何面向中国市场作出调整，波兰企业普遍
困惑。为此，尤德良又多次往返于上海与华
沙之间，在波兰投资贸易局已开设 2期培训
班，主讲中国策略，话锋不免犀利———“我跟
他们强调， 别以为品质好了就可以不吆喝，

就可以不改包装，就可以不触网。中国市场
是战略性市场， 必要时就得组建中文团队，

你现在至少该开个微信号吧……” 欣慰的
是，他的一番苦心教导，企业全听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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