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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故居将改建纪念馆
本报讯（见习记者 顾杰）昨天，市政协重点协

商办理“大力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城
市软实力”提案专题。本次提案专题包括“关于建
设‘吴昌硕美术馆’再提案的建议”“关于完善社区
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议”等 7件提案，围绕吴昌硕美
术馆的选址建设、 新型青少年公共文化活动空间
打造等提出意见建议。

集“诗书画印”四绝于一身的吴昌硕，是海
派书画的标志性领袖人物。 提案承办单位市文
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市区两级共同努力和
积极推动下， 已明确将位于静安区山西北路吉
庆里 12 号的吴昌硕故居改建成吴昌硕故居纪
念馆（美术馆），并计划通过故居周边历史建筑
功能置换，植入文化功能，将该区域打造为以吴
昌硕为代表的海派文化标识点。同时，将通过展
览、公共教育活动等多种形式，推进吴昌硕艺术
的传承发扬。

市政协副主席方惠萍参加。

市级机关庆祝建党99周年
本报讯 （记者 张骏）昨天下午，市市级机

关工作党委举办学“四史”守初心 奋楫者勇争
先———上海市市级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9周年活动。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市级机
关工作党委书记诸葛宇杰出席。

本次活动组织观看了 “初心之地 红色之
城”———上海·党的诞生地展览，聆听了“四史”

学习教育艺术党课，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历史
中汲取精神力量、汲取经验智慧、汲取坚守人
民立场的定力，充满激情、富于创造、勇于担
当，在新时代勇立潮头奋楫前行。

沪上师生做新时代答卷人
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主题活动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徐瑞哲）昨天，“新时代答卷
人———上海市教育系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9周年暨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主题活动”在中共
一大会址纪念馆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
学教授闻玉梅，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
郑时龄和高校师生代表重温入党誓言。

活动现场举行了 “信仰之路———上海高校
师生国情教育暑期研学实践出发仪式”。今年暑
期， 本市高校将由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带领学
生组成研学实践队伍， 选取总书记在上海考察
路线和上海红色地标开展现场研学。同时，市教
卫工作党委联合“学习强国”上海学习平台和华
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上海立
信会计金融学院等高校， 面向全网用户， 启动
“新时代答卷人”爱国主义教育知识在线竞答。

副市长陈群等出席。

新冠核酸检测价格
下调至每人次120元
纳入本市医保诊疗项目

本报讯 （记者 顾泳）据上海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介绍， 根据国家医
保局有关通知精神，从今天起，本市将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项目价格调整为每人次 120元 （含试
剂盒等耗材），将新冠病毒抗体检测项目价格调
整为每项 40元（含试剂盒等耗材）。同时，将新
冠病毒检测项目纳入本市医保诊疗项目目录，

对本市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检测的，

按照本市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予以支付。

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启动
“十三五”节能规划阶段性目标已完成

本报讯（记者 吴頔）2020年上海市公共机
构节能宣传周昨天启动。此次节能宣传周活动
以“云起绿水青山，共享健康低碳”为主题，采
用“线上为主、线下为辅”方式展开，推出包括
“绿色理念云宣传、绿色出行云共享、绿色办公
云互动、绿色技能云培训”在内的一系列线上
主题宣传活动。

恰逢《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颁布施
行一周年。除了线上宣传活动外，宣传周活动
还围绕“绿水青山，节能增效”要求，开展以水
资源节约保护为主要内容的线下宣传活动，同
时还将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生活垃
圾分类管理领域专家，实地探访医院的生活垃
圾分类管理现状，座谈研讨提升医院生活垃圾
分类成效的对策建议。

国家公共机构能耗统计数据显示， 上海市
级机关及其所属重点用能事业单位 2019年单
位建筑面积能耗同比下降 2.6%，目前已顺利完
成“十三五”节能规划阶段性目标。

此外， 本市还创建国家级节约型公共机
构示范单位 110 家， 累计建设新能源汽车充
电桩 3289 台，指导推进建筑节能技改面积约
400 万平方米， 并对 129 家市级公共机构、

1536家区级公共机构的垃圾分类工作进行了
现场巡检。

“四史”藏宝图串联校园爱国情
团市委推出校园红色地图，首批 129所学校品牌项目“一键搜索”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刘雪妍）上海是党的
诞生地， 上海的学校也有着丰富的红色资源：

有的中学是新四军浙东纵队的源头、上海地下
少先队的策源地，有的中学走出过“阿庆嫂”的
原型人物，有的中学建校 270 年、中国近代物
理学的奠基人曾在此学习……为了让更多人
了解这些隐秘的宝藏，6月 28日， 团市委推出
了上海共青团“四史”在校园红色地图。这张
“藏宝图”，串联起一所所学校的红色宝藏。

点开“团在校园 上海学联”微信公众号进
入地图页面，首批 129所学校的 150余项品牌

项目就能“一键搜索”。百余个项目中有红色景
点、重大革命事件、红色人物等，通过校史志愿
讲解团、系列课程、校史剧和宣传影像等形式
演绎，地图中还附有预约参观时间、联系人电
话等信息，方便交流学习。

据悉，上海共青团“四史”在校园项目自 4

月推进以来，前期面向各高中、各高校征集，

第一批包括 36个党史项目、41个新中国史项
目、36个改革开放史项目和 38个社会主义发
展史项目，分别以校史志愿讲解团、校史系列
课程、校史剧、校史宣传影像等形式演绎。

围绕一流公共空间建设、一流城区规划配套和一流功能提升，提出 14项主要任务、76项重点工作

杨浦发布“人民城市建设”三年计划
推进最大规模的工业遗存转化和最大体量的旧区改造，探索滨江治理有效模式

■本报记者 黄尖尖

昨天，杨浦区发布《杨浦滨江全力争创人
民城市建设示范区的三年行动计划（2020—

2022年）》（以下简称“三年计划”）。杨浦滨江将
推进最大规模的工业遗存转化和最大体量的
旧区改造，争创人民城市建设的示范区。

瞄准世界一流滨水公共空间
在杨浦滨江 15.5公里岸线上，有数百处工

业遗存。围绕一流公共空间建设、一流城区规
划配套和一流功能提升，“三年计划”提出了 14

项主要任务、76项重点工作。

在西部上海船厂区域，中交上海总部基地
今年开工建设，船厂研发大楼、天章记录纸厂
地块以及杨树浦水厂西块将加快建设。中部杨
浦大桥段将打造集文化娱乐、科技金融、创新
博览于一体的在线新经济先导区，引入在线新
经济企业总部。东部区域则围绕电厂推进工业
遗存转化，以杨浦滨江作为重点区域，推进工
业遗存修缮、保护、利用，争创国家文物保护利
用示范区。2020年，滨江规划展示馆完成建设，

2021年，世界技能博物馆将建成并开馆。未来，

杨浦还将结合轨道交通 18号线、 江浦路越江
隧道建设，完成杨树浦路综合改造工程，在南

段滨江核心区新增 11条道路， 让滨江成为舒
适便捷的世界一流滨水公共开放空间。

一流的滨水公共空间从何而来？位于杨浦
滨江南段黄金地段，与国际时尚中心和电厂地
块相望，有一片沉寂多年的街坊———定海 129、

130街坊，是杨浦近年来最大毛地地块。近日两
个街坊顺利通过“一次征询”，计划于 2022 年
开工建设，改造成一片集商业地标、总部经济、

文化休闲的历史风貌街区。在“三年计划”中，

推进最大体量的旧区改造是其中重要一环。到
2021年，杨浦将全面推动南段滨江成片旧改和
零星地块的土地收储，并推进中北段滨江土地
综合利用。

设立人民建议的“征集站”

“过去，滨江建设更关注公共空间开发了
多少，修建了多少公园、绿化和道路。”杨浦区
滨江办常务副主任、 滨江公司董事长左卫东
说， 如今滨江建设更应从人民的角度出发，建
设以人为本的软硬件设施，引入百姓喜闻乐见
的商业业态，从细节处体现人性和温度。

发挥人民的主体力量， 实现共享共治，是
人民城市理念的体现。杨浦将在滨江区域构建
人民建议征集平台。对收集到的意见，由区信
访办会同滨江办、滨江公司结合实际给予采纳

运用，形成全覆盖、无遗漏的滨江区域人民建
议征集工作脉络体系。

一个滨江治理联合会将成立， 由滨江公
司、 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作为发起单
位，会员由区域内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社会组
织、区域事业单位如学校、医院等不少于 30家
单位组成。联合会采取例会制度，从滨江发展
规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功能性产业运营、城
区楼宇智能化管理、社会综合服务等领域形成
专项研讨，探索滨江城市治理的有效模式。

让鸟儿和游客都近悦远来
乘坐观光车来一场滨江深度游， 日前，三

条观光车游览线路刚上线就大受市民欢迎。受
此启发， 杨浦滨江最近开始尝试移动商业，开
发一批承载文化艺术和公共服务功能的流动
小店“旅游吧”。在方便游客之余，杨浦区文化
和旅游局还将与秦皇岛路游船码头管理方合
作建设“导司之家”，为导游、司机等群体提供
休憩、简餐等服务场所。“商业项目不仅仅是为
了做生意， 更是融入人文关怀和文化生态，为
百姓营造独特的城市风景线。” 杨浦区文旅局
局长杨茵喻说。

被吸引到滨江的不仅是游客， 还有鸟儿。

经常到滨江游玩的细心市民会发现，最近位于

水厂出水口处，经常有夜鹭出没。有生物学家经
过研究发现，它们有些从国外远道而来，晚上栖
息在共青森林公园，每天早晨就到水厂栈桥周边
的水域觅食。 而在滨江儿童乐园旁边的滩涂上，

同样发现了十几个品种的野生鸟类。这让滨江开
发者看到了滨江生态开发的前景。

“三年计划”对公共空间的建设更注重绿色
生态，首次提出“公园城市”的理念，至 2022年底
南段滨江绿地面积达到 50万平方米， 并推动新
建建筑全面执行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标准。“滨
江的生态除了看绿化面积和绿色建筑有多少，还
要看鸟儿愿不愿意来。”左卫东说，目前滨江正与
复旦大学生物研究所合作建立一个“鸟类指数”，

研究吸引鸟儿到滨江来的方法。

面向未来，“三年计划”提出了滨江建设的三
个节点。2020年底，杨浦滨江实现秀带展新貌，在
公共空间、生态环境、旧区改造和公共服务设施
方面将进一步提升。到 2021年，以世界技能大赛
召开为契机，将新增 2到 3处标志性文化、体育、

旅游设施，举办若干场重大节事活动，吸引世界
目光聚焦杨浦滨江， 全力打造世界级会客厅。到
2022年，杨浦滨江将建成一批产业载体，集聚一
批特色产业，引进一批创新人才，每年吸引国内
外龙头企业落地， 初步建成人民城市建设示范
区，在城市治理方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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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琦又上热搜了，

这次不是因为“豪宅”、娱
乐八卦，而是因为落户上
海———上海市崇明区人
社局日前发布崇明区
2020 年第一批特殊人才
引进落户公示名单，李佳
琦在列，申报单位为李佳
琦担任大股东的公司。

毋庸置疑，李佳琦如
今就是电商直播领域的
流量王、“带货一哥”，在
直播经济炙手可热的今
天，直播可谓让其实现了
“名利双收”。 但即便如
此，“流量王” 落户上海，

对公众还是有不小震撼，

甚至超过了他此前买下
豪宅。 持疑问态度者，焦
点无非在于：“流量英雄”

到底算不算英雄？“带货
一哥”又能不能算“特殊
人才”？

对于绝大多数外地
到上海的打拼一族而言，

人才引进居转户的落户
条件需持有居住证满 7

年，且对于个人参加城镇
社会保险、缴纳个人所得
税、专业技术职务等方面
都有一系列的要求。如果
按照类似的人才标准去
考核，在电商直播领域“C

位出道”的李佳琦，似乎
有些另类。然而，社会对
人才的定义，从来就在不
断变化。从近两年电商直
播的发展态势来看，它的
迅猛发展，不仅解决了消
费产业链供需痛点，也成
为传统电商、内容平台新
的业绩增长点，对很多城
市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态
势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在
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从
政策层面鼓励和引导这
一产业的发展显得非常
重要。

今年 5 月，人社部曾
拟对职业工种进行调整，

增加了 10个新职业和 8个新工种， 其中在
“互联网营销师”职业下增设“直播销售员”

工种， 就是为了让带货主播有正式的 “身
份”。不久前，杭州市余杭区更是发布“直播
电商政策”，明确对有行业引领力、影响力的
直播电商人才可通过联席认定，按最高 B类
人才 （国家级领军人才） 享受相关政策。可
见，对人才的认定标准本身，就在动态调整。

近年来，随着新经济蓬勃发展，衍生出
不少新职业。以电商主播为例，每一个出道
的从业个体在尝试新职业的过程中，都在自
己的领域内带动了大众消费，为社会创造了
价值。如果说李佳琦买房是其价值首先在市
场上获得了认可，那么他落户大城市，是城
市给予了他更进一步的接纳和归属感，是对
新经济、新职业的认可。所以，作为站在电商
直播经济风口的头部主播，李佳琦以“特殊
人才”落户，我们无须惊讶，我们的城市甚至
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去迎接更多 “李佳琦们”

落户。

从某种程度而言，一座城市在人才评价
上的包容度、开放性，是城市本身开放性的
直接体现。中国从来就有“三百六十行，行行
出状元”的古语，当新经济带来了新行业，当
新行业中涌现出李佳琦式的特殊人才，我们
有必要为新行业正名，有必要向每一个在行
业中力争优秀的个体敞开怀抱。从李佳琦的
落户中，可以读到这座城市海纳百川、鼓励
创新的积极信号。而一座“人人都有人生出
彩机会”的机遇之城，理应给更多人以“不走
寻常路”的空间，鼓励呵护更多探索创新之
路的勇气。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特殊人才拿下上海
户口的李佳琦， 并不是一个天生流量大、来
钱快的电商主播。从一名化妆品柜台的售货
员，到一位直播间的流量主播，他付出了很
多同行难以做到的努力。可以说，他是凭借
着一以贯之的努力和专业，才站到了行业的
头部位置。这样的努力和坚持，应该被看见、

需要被肯定、值得被借鉴———不是都要学他
去做主播，更不是空做“一夜成名”的梦，而
是要多想一想，成功背后有什么可称之为必
然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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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治河西枢纽二线船闸将正式通航

上海地区有了千吨级船闸

本报讯（记者 王力）

昨天下午，长三角地区最
大船闸———大治河西枢
纽二线船闸举行通航仪
式，7 月 1 日将正式投入
运行。大治河西枢纽是上
海地区最大规模的内河枢纽，二线船闸的投
入使用将改写上海地区长期没有千吨级船
闸运行的历史。

大治河西枢纽二线船闸位于黄浦江与
大治河交接处，是大芦线（大治河至芦潮港）

的西起点，处于本市“一环十射”内河高等级
航道网络的咽喉位置。目前连接苏浙地区的

苏申外港线、杭申线、平申线、长湖申线等高
等级航道均已基本完工。

据介绍，在二线船闸建成以前，仅有位于
大治河西端、建成于 1979年的西闸，设计通
过能力 1200万吨/年， 仅能通行载重 300吨
级的船舶。近年来，大治河航道实际通航达到
2800万吨/年， 船舶规模也远远超过 300吨

级， 西闸工程规模已不满
足三级航道要求。

2015年 9月，大治河
西枢纽新建二线船闸工
程开工建设，设计通过能
力为 2900万吨/年。 工程

建设历时 4年，由上海城投航道建设有限公司
承担建设。

二线船闸投入运行后，1000 吨级/90 标准
箱的内河集装箱船将可以从黄浦江进入浦东
芦潮港内河港区，有效提升了长三角地区高等
级航道网综合集疏运能力。同时二线船闸的投
运，有效提升地区的环境质量和防汛能力。

即将投入运行的大治河西枢纽二线船闸。 交通委供图

深情感悟“真理的味道，有点甜”
上海教卫系统发掘线上线下红色资源开展“四史”学习教育

■本报记者 徐瑞哲

“停笔—放稿—吃粽—蘸糖……” 陈望道
的姆妈反复叮咛，但她的儿子还是蘸着墨汁吃
白米粽，忘我地笔译《共产党宣言》。“真理的味
道，有点甜。”昨天，复旦、上戏师生在兴业路演
绎的《共产党宣言》首译故事，成为“四史”学习
教育情景教学的开场戏。

在申城校园、医院内外，全市教卫系统 1.38

万个党组织的 28万名党员， 以及各个院校教
师、青年学生、医务人员们，正用自己的耳目和
心脑，发掘丰富而鲜活的“四史”学习教育资源。

老楼旧物，续写新历史
1925年底， 交通大学历史上第一个共产

党、共青团组织———中共南洋大学党团支部建
成， 这成为全国高校中最早建立的共产党、共
青团组织之一。昨天，在上海交大徐汇校区，校
党委书记杨振斌、校长林忠钦等打着伞走过南
洋公学界碑、石磙，走过“五卅”英烈纪念柱，走
过史霄雯穆汉祥烈士墓，也开了一堂“四史”情
景课，一起为校史上第一个党团支部的纪念碑
奠基。

上海中医药博物馆里的一个绿色药箱也
成为了“四史”活教材。药箱外表已显破旧，但
珍藏着一段十多年的“红色记忆”。原馆长吴鸿
洲向青年教师介绍，这个药箱来自解放军和新
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奠基人傅连暲，它跟着这

位开国将军一起走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上世
纪 90年代由其子———曾任校博物馆馆长的傅
维康教授及其家人捐赠。“每一面墙都能讲故
事，每一个角落都有育人功能。”上海中医药大
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朱惠蓉说。

校外院外，线上得先机
校外天地广阔，社会资源同样育人。市教

卫工作党委副书记滕建勇介绍，正在全市校外
教育基地征集“四史”教育网络公开课资源，形
成“菜单”发布，不仅有“云游”博物馆等“四史”

教育线上体验活动， 还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馆长说”教育活动等。

疫情防控当下，高校“四史”学习教育也在
线上得先机。近日，沪上三大红色场馆的馆长
就齐聚“云端”，为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学生党员讲授党史专题。

“四史”也有新学法。华理虚拟现实教学实
验室技术负责人蔡方介绍， 目前学生团队已制
作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遵义会议纪念馆、四渡
赤水纪念馆、 杨家岭革命旧址等红色教育基地
的全景图可供在线参观。 下一步更将补充和完
善“VR重走长征路”计划，逐步实现随时在线
参观长征沿线的每个重要革命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