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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重要讲话精神

用“治理观”解“养老难”
尤莼洁
110岁和 112 岁， 是目前上海最高寿男
女寿星的年龄。上海百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
达 2516 人。每 10 万人之中，就有 17 个百岁
老人，比联合国定义的长寿地区标准翻了一
番还多。
长寿老人多，是一个地区的福祉，也是
—
经济发达的标志。 但硬币也有另一面——
“老龄化”的趋势正在这座城市日渐加深。
不用多列举数据， 每个有老人的家庭，
都能深刻体会到老龄化社会的来临。随之而
来的，有社会资源分配的考验，有公共产品
供给的缺口。解决“老”的问题的迫切性，正
在日益凸显。
“治政之要在于安民”，习近平总书记去
年和今年内两次来沪，都格外关心上海的养
老服务工作。 一次看望社区托老所的老人，
一次视察社区老年用餐点， 他讲得明明白
白：人民的幸福生活里边，很重要的就是老
年人的幸福怎么样。
“老龄化”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美国
学者将此称为 “历史上未曾出现的社会现
象”。即使发达如纽约，据独立研究机构“城
市未来中心”的报告，因为支付水平超出政

进博期间溢出效应显现

离境退税销售额达560万
■本报记者 张煜
昨天，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获悉，进博会期间，上海市离境退税物品销售
额达 560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6.2%，进博
会“溢出带动”效应充分显现。
首届进博会期间，上海优质、高效、便捷的
离境退税品牌给众多海外客商留下了深刻印
象。 为了给境外消费者带去更好的购物体验，
今年 1 月份，上海离境退税服务在全国范围内
率先升级，推出“即买即退”服务，即境外消费
者在部分试点商店就可获得购物、开单、退税
的“一站式”服务。9 月底，市税务部门将“即买
即退” 试点商户从 3 家增加到 7 家。 试运行 1
个多月来， 上海离境退税业务量持续攀升，遥
遥领先全国其他离境退税试点城市。
在“即买即退”试点商户之外，上海提供离
境退税服务的商店数量增加至近 400 家。其
中，51 家为今年新加入的商店，包括朵云轩、小
米之家、之禾、有意无意羊绒等民族精品和上
海品牌。
在进博会效应带动下，上海离境退税数量
持续提升。今年 11 月以来，离境退税开单量同
比增长 48.4%，退税物品销售情况较去年增加
85%。
上海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 市税务部门将进一步挖掘创新潜力，依
托进博会溢出带动效应，探索在沪率先试点各
项便利化服务举措，全力打造离境退税高质量
发展新引擎。

与四叶草“一街之隔”的绿地
全球商贸港人气翻倍

这几天比进博会时还忙

解放论坛

的传统文化中其
府财政能力，老
实有独特的优势，
年人尤其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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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家庭成员
老的移民，近年
来相当一部分
学习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④ 的 慈 爱 敬 孝 伦 理
秩序，还是邻里之
受到了贫困、疾
间浓浓的人情味，用好了都是老龄化社会的润
病等众多风险的困扰。 如果按户籍人口算，
滑剂， 但这需要基层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深化，
上海的老龄化率实际上已经超过纽约，但经
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激发居民主动参与家园
济实力还有不小的差距，GDP 只是纽约的一
建设，建构一张全民参与的“养老之网”。
半， 人均 GDP 更只有后者的六分之一。因
养老服务，要有“治理观”，就必须善用市
此，别说发达国家也没啥好办法，就算有，以
场和科技的力量。不少人“谈老色变”，但人口
目前的发展水平上海恐怕难以照搬，只能靠
老龄化并不完全等于压力，更有康复、护理、养
自己探索出治理之道。
老等服务消费的新需求，并为智能医疗等新技
这一条治理之道，恐怕不是轻飘飘一句
术提供广泛的使用场景。上海身处的长三角地
“多发点养老金、多建点养老院”就行。从人
区，消费实力在全国数一数二，这意味着未来
口结构看，上海的老龄化将继续深化。虽然
有一个庞大、 开放、 交融的养老服务市场，引
目前养老金支付仍然处在合理水平，但随着
导、培育好了，可能就是下一个十万亿级风口
年轻劳动力逐渐减少，老年人口增多，全社
上的产业。
会财富增长和资源分配将面临更复杂的局
组织和发动全社会的力量， 以更少的成
面。我们还远称不上富裕，现在的惠民政策，
本、更低的代价为市民提供更公平、更可持续
不能不考虑长远的可持续性。
的社会治理服务。在过去的几年中，上海一些
这一条治理之道，更不能搞成政府的大
探索和作为令人印象深刻，英国前卫生大臣保
包大揽。国际上已有太多前车之鉴，高福利
罗·伯斯托到上海考察后， 有两点令他感佩不
养老最终把整个社会的发展拖入泥沼。中国

已，一是成本低廉、经济有效的居家和社区嵌
入式养老体系，二是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远
程监控老人的健康风险， 降低了社会照料成
本。他回国后撰文表示，“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
多东西，这将改变我们的医疗行业”。
但这条路还很长，应对老龄化将是一个长
—到 2030 年， 上海户籍人口
期作战的过程——
中 40%将是老年人，2050 年上海 60 岁以上老
年人预计将达 44.5%，超过日本成为全球老龄
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未来还将遇到什么问
题，是目前难以预料的，也确实没什么捷径，唯
有时时刻刻从群众的需求和问题出发，扭住难
题，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
干。
一流的城市，要有一流的治理。养老问题，
实质考验的是一座城市综合的社会治理能力，
最终目的是给人民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城市的核心是人，从呱呱坠地到两
鬓染霜，无数人在城市出生、生活、老去……城
市不仅是奋斗和完成梦想的地方，更是日日伴
随每一个人的温暖、安全、可靠的家园。给予老
人充分的关怀与爱，其实就是关怀我们每一个
自己。

打造国际开放枢纽方案推出，让企业倍感振奋

“看好虹桥商务区看好上海”
本报讯（记者 吴卫群）昨天
是进博会国家展延展的第一天，
不少市民在参观完延展后，乘坐
接驳车，来到申昆路上的虹桥进
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买买买”。
虹桥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运
营 方——
—上 海 虹 桥 国 际 进 口 商
品展销有限公司发言人朱菁告
诉记者，“延展首日， 就迎来了
《关于加快虹桥商务区建设 打
造国际开放枢纽的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的正式发布，
我们有信心实现打造进口商品
集散地和上海购物新地标的目
标。”

务区作为世界性枢纽的便利性。”

政策“干货”让企业
信心满满

放大承接进博会
溢出效应主平台
《方案》中明确提出“建设开
放共享的国际贸易中心新平
台”，还特别强调要“打造进出口
商品集散地”。朱菁表示，虹桥进
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就是由虹
桥商务区管委会主导搭建的放大承接进博
会溢出效应的主平台。“虹桥商务区还有许
多支持政策、服务政策，贸易便利化政策和
进博会延展政策，第二届进博会期间，大量
客商纷至沓来，对中心的定位和模式十分看
好，纷纷表达了入驻意向。”
同样在虹桥商务区这座 “上海购物”新
地标感到“如鱼得水”的还有民营企业好孩
子集团。2016 年， 好孩子集团将其全球零售

管理总部从上海市中心搬至虹桥商务区的虹
桥天地， 并在虹桥商务区商圈开设了多家首
店、旗舰店。
好孩子集团副总裁刘同友说：“依托虹桥
交通枢纽， 我们能够快速连接国内外各种资
源，包括上海的金融资源、杭州快速发展的数
字经济资源、 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资源等。未
来，我们希望上海自贸区的相关开放金融政策
也能引入虹桥商务区，进一步提高上海虹桥商

对《方案》的正式发布兴奋不
已的还有落户于虹桥商务区的德
国永恒力叉车（上海）有限公司中
国区总经理白大平。2018 年， 永恒
力在首届进博会上带来了一款“明
星展品”：最高可堆高 18 米的窄巷
道三向拣选堆高车。参加完首届进
博会后，这款拣选堆高车的销量在
今年上半年累计增长 50%，市场份
额已经达到 53.7%。“虹桥商务区把
打造国际开放枢纽，建设开放共享
的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作为发展
定位，让我们进一步看好虹桥商务
区、看好上海、看好中国。”
在《方案》中，虹桥商务区明确
“国际人工智能中心”和“上海数字
贸易国际枢纽港” 的两大战略定
位，还 提 到 要 “ 加 大 专 业 性 、 国 际
化、创新型人才引进力度，创新国
内外高端人才服务机制，提升面向长三角的海
外人才就业服务功能，建立外籍高层次人才申
请永久居留和工作居留直通车制度”。 这些政
策“干货”，让科创型企业小 i 机器人深受鼓舞。
公司高级副总裁许弋亚说：“这不仅能让小 i 机
器人通过区域建设的辐射作用，招纳到更多的
技术性人才， 促进小 i 机器人人工智能相关技
术的发展， 而且也能让小 i 有更多拓宽目标市
场的机会。”

■本报记者 戚颖璞
第二届进博会闭幕，一些不愿离开的参展
商、采购商，把洽谈空间搬到了绿地全球商品
贸易港，这里和主展场“四叶草”仅一街之隔。
11 月 10 日至 12 日， 绿地贸易港客流量达到
1.8 万人，交易金额也在不断上涨。
伊朗“地毯爱好者俱乐部”首席执行官博
海告诉记者，本届进博会期间，大约 50 家采购
商前来交换名片。其中，近一半采购商，又在进
博会结束后， 特地到他们在上海的 “大本营”
—绿地全球贸易港进一步洽谈。
——
作为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共促中心副会长，
谢焱这几天一直“扎”在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的
捷克商品馆里——
—他和现场工作人员要应答不
断前来的采购商，比参加进博会时还要忙。
首届进博会举办至今，绿地全球商品贸易
港用足进博会的“溢出效应”，共有来自 45 个
国家和地区的 120 家客商入驻。第二届进博会
后， 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又一次大丰收，共
7000 余件进博会同款商品进驻贸易港。进博会
期间，贸易港内客商共有 112 家接获了采购意
向订单，总额近 4 亿美元。

法国客人访问上海

开放预约后立即报名，早上 7 时就有观众到场

国家展延展首日人气旺
■本报记者 王力
昨天，细雨并未阻挡观众参
观 国 家 展 延 展 的 热 情 。8 时 30
分，记者在现场看到，国家展所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在地——
5.2 馆中门前已经排起了长队。
现场安排了许多工作人员，
引导参观者有序排队进场。 据介
绍， 最早一批观众 7 时便到了，8
时以后，便有不少排队的人了。为
了避免馆内瞬时人流量过载，观
众需先在 6.2 馆排队等候入场。
记者采访了一些观众，发现
大家都对进博会国家展延展非
常关注，网上开放预约后就第一
时间报名。第二届进博会国家展
延展于 11 月 13 日—20 日期间

（每日 9 时 30 分至 16 时 30 分）
向已预约的观众开放。观众预约
报名时，需选择具体日期，8 天观
展场次很快就全部预约完毕。
观看国家展延展的同时，已
预约成功的观众还可以参观国
家会议中心（上海）的迎宾厅和
共享厅，随后进入 4.2 馆，观看第
二届进博会“进博艺术长廊”。
此外， 观众还能前往中央广
场、会展步道层，欣赏上海、山东、
浙江、陕西、福建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暨中华老字号”文化项目；或
者去北广场室外冰雪体验区玩。
冰雪体验区工作人员表示，
由于部分冰上项目有一定的危
险性， 因此不建议 1.2 米以下的
儿童和 50 岁以上的老人体验。

科特迪瓦民族手工艺品吸引大量观众。

本报记者 李茂君 摄

“净网 2019”净化网络生态环境
本报讯 市“扫黄打非”工作办公室昨天
透露，今年以来，本市“扫黄打非·净网 2019”
专项行动共处置网络淫秽色情、低俗等有害
信息近 10 万条， 取缔关闭非法网站 2500
个，处置各类违法违规账号超过 60 万个，指
导应用商店下架违规应用程序 700 余个，有
力净化了属地网络生态环境。
围绕网络文学、自媒体、直播平台等重点
领域，市“扫黄打非”办会同市委网信办、市文
旅局、市通管局等加强专项整治力度。市委网
信办约谈堆糖、 艾米直播、XY 苹果助手、第
一弹等网站平台， 针对其出现低俗类违规内

上海临港航空飞行营地揭牌
可满足陆地固定翼飞机水上飞机等起降
本报讯 （驻临港记者 胡幸阳）昨天，上海临港
航空飞行营地揭牌。这是上海市首个国家级航空飞
行营地，也是上海市目前唯一一个可同时满足陆地
固定翼飞机、水上飞机、直升机飞行的起降点，今后
将在长三角地区通用航空起降点联网工作中发挥
关键作用。
据悉，飞行营地位于上海临港无人系统综合示
范区内，原先用作无人机、通用飞行器测试的临时
起降点。目前，营地已建成长 600 米、宽 25 米的草
地跑道与长 800 米、宽 30 米的水上跑道，可满足最
大起飞重量 800 千克以下、最大速度在 120 节以下
的固定翼飞机与直升机起降使用。营地上空具备半
径 5 公里、真高 300 米的空域。
营地为区域内的人工智能企业与通航企业提
供优越的测试和验证条件，能进一步支持无人系统
飞行器和通用航空飞行器的研制。上海奥科赛飞机
有限公司总经理毛一青告诉记者，公司入驻临港新
片区后，已利用营地成功完成国内民企首架水陆两
栖飞机的测试取证工作，“飞机及其相关应用的研
发需要不断试飞， 这对通用航空企业在临港集聚、
发展有很大帮助。”
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发布了“1+4”产业
政策， 其中就包括集聚发展航空航天产业 10 条支
持措施。毛一青表示，公司将用好新片区的政策、产
业、平台等各项优势，加快产品研发生产，扩大同国
际先进的航空技术和人才交流，进一步打入国际市
场，扩大临港新片区在通用航空、无人机等领域的
国际影响力。

联合行动已查办食品安全案件2308件

取缔关闭非法网站 2500 个，处置违法违规账号逾 60 万个
2020年报刊订阅季已正式开启，上海
邮政“订了么”报刊现场征订会也即将如
期开展！服务全方位，订阅零距离，2019 年
11 月 16 日（周六）上午 9 时至下午 3 时，
我们在淮海公园（淮海中路 177 号）期待
您的光临。
届时将有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
报、报刊文摘、上海老年报、环球时报、益
寿文摘、故事会、家庭用药、南方周末等多
家国内知名报刊社参与现场活动。活动现
场凡现金订阅报刊即可参加满百抽奖、满
额送礼等多重活动，奖品丰富、惊喜连连。
上海邮政倾情巨惠，活动精彩纷呈，期待
您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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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集中公开销毁罚没物品

本报讯 昨天，副市长宗明在人民大厦会见
了法国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主席博诺一行。

2020年报刊征订将启动

本报讯（记者 谈燕）上
海市委书记李强昨天 下 午
会见了由四川省委常委、成
都市委书记范锐平率 领 的
成都市党政代表团一行。
李强说，当前，我们正在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四 中
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 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
和在第二届中国国际 进 口
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 旨 演
讲精神， 加快建设国 际 经
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
创新中心，全力推进三项新
的重大任务落地落实，持续
办好进口博览会。上海的发
展离不开全国各兄弟 省 市
的支持帮助，更好为全国改
革发展大局服务、更好代表
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是上海义不容辞的使 命 担
当。上海和成都同处长江经
济带，同为“一带一路”重要
枢纽节点，长期以来有着良
好合作基础。希望进一步发
挥各自优势， 围绕重 点 产
业、科技创新、城市治理等
深化合作交流、促进共同发
展，为更好服务国家改革发
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范锐平介绍了成都经
济社会发展以及城市治理、
新经济培育、特色机构设置
等情况。他说，近年来，成都
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 记 系
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
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朝着建
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 念 城
市的战略方向坚定前行。这
次来上海考察，就是要学习
借鉴上海在改革开放、创新
发展以及超大城市治 理 等
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进一
步拓展各领域合作交流，更
好服务国家战略，更好提升
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上海市领导诸葛宇杰
参加会见。

容的情况，指导网站整改；还指导督促 4 家音频
平台对传播低俗内容问题进行深入整改。 市文
旅局对具有网络表演经营资质的持证直播企业
进行核查，共清理“僵尸企业”12 家；通知网络
表演经营企业对经营网站整改 10 家次，对表演
内容涉嫌低俗等问题约谈 “熊猫直播” 等 5 家
次。 市通管局也积极配合相关主管部门处置各
类违法违规网站， 今年共注销关闭淫秽色情网
站 194 个、低俗类网站 28 个、假冒网站 25 个。
与此同时，网络版权的主动监管成效也日
益凸显。市版权局将《雪暴》《地久天长》等上海
重点电影作品纳入重点预警名单；将《攀登者》

《江南》 两部上海重点电影作品纳入重点监管
范围， 加大对网络侵权盗版的主动监管力度，
确保第一时间发现线索，第一时间移送相关执
法部门查处。 截至目前， 已向执法部门移送 7
起重大侵权线索。
在“扫黄打非”工作中，本市进一步加强涉
网刑事案件的查办。去年 12 月，市公安局静安
分局在网络巡查中发现一款名为 “粉妹妹”的
直播移动应用软件。该软件聚合了 126 个淫秽
直播平台，内有各类淫秽直播间数千间。查证
后，警方抓获涉案嫌疑人 44 人，并依法予以刑
事拘留。

本报讯（记者 陈玺撼）一声令下，重量接近 2
吨的假冒伪劣食品被浇上深色墨水，打上了无法再
流通的“烙印”。昨天，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
办公室、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市教委、市农业
农村委在金山区集中公开销毁罚没物品，这些罚没
物品均来自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
据统计，本次集中销毁活动在现场共销毁了假
冒伪劣食品 1942.9 千克、 酒水饮料 67.8 升及假冒
咖啡 124 箱、 黄精纯粉 153 盒， 货值超过 11.15 万
元。 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罚没的其他物品，
各区、各部门将陆续依法销毁。
据办案人员介绍， 自 9 月 11 日联合行动开展
以来，上海共查办食品安全案件 2308 件。从违法行
为来看，其中未取得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类案件
664 件， 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 15 件，
食品中添加非食用物质案件 21 件，生产经营“山寨
食品”、商标侵权等假冒伪劣食品案件 23 件。
针对校园食品安全问题，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共
立案查处违法行为 48 起， 罚没金额 28.9 万元。目
前，全市中小学和幼儿园食堂“明厨亮灶”覆盖率达
100%，“放心学校食堂”达标率达 97.3%。
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上海农业农村部门
累计查处问题 34 个，已责令整改 34 起，立案查处 3
起，移送公安机关案件 2 起。市场监管部门抽检了
蔬菜、水产品等 516 件食品，对 4 件不合格样品开
展了核查处置工作。
公安机关还在全市组织开展了打击食品药品
环境犯罪的“昆仑”行动，侦破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
件 59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48 人，联合外省市侦破
一系列品牌调味品案，涉案金额达 1500 余万元；捣
毁白酒制假、销售窝点 13 处，涉案金额达 6200 余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