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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引领用好用足上海红色资源
董云虎赴“四史”学习教育党支部

工作联系点调研
本报讯 （记者 顾杰 张骏）昨天，市政协党组书记、主

席董云虎赴“四史”学习教育党支部工作联系点静安区白
领驿家两新组织促进中心党总支调研，详细了解“四史”学
习教育开展推进和十一届市委九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情
况，以及创新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进展。

董云虎实地察看了 “静安寺街道党群服务站 &企业
服务中心”和“白领驿家”，并与基层党员、青年代表座谈
交流。

为编制好“十四五”规划汇聚智慧
市政协举行常委会议，董云虎讲话

本报讯 （记者 顾杰 张骏）昨天，市政协举行十三届
二十次常委会议，围绕“以大手笔谋划城市未来发展，编制
好上海‘十四五’规划”专题议政。市政协主席董云虎讲话。

副市长许昆林通报有关情况。

市政协把围绕编制上海“十四五”规划建言资政、凝聚
共识作为今年的履职重点，组织调研考察、学习座谈等活
动 90余次，600余人次委员参与。

推动民法典深入人心融入日常
市民法典宣讲团专题讲座举行，

廖国勋讲话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 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副主

任廖国勋昨天下午主持市民法典宣讲团专题讲座并讲话，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法典的重要指
示精神，紧密结合上海实际，切实抓好民法典的学习宣传
和贯彻落实，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提供有
力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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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孟群舒）上海推
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办公室昨天举
行第十二次全体会议， 市委副书记、

市长龚正，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林
念修分别在上海、北京会场主持视频
会议并讲话。龚正指出，今年是上海
形成科创中心基本框架的交账年。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 在国家部委的指导和支持
下，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围绕强化
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这一主攻方向，全
力以赴，狠抓落实，确保完成各项重
点任务。

龚正指出，要着力提升张江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的集中度和显示度，

加快组建国家实验室，推进大科学设
施建设，建设好张江科学城。要着力
推进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
“上海方案”落实落地，并打造制度创
新供给高地。 要着力打造人才高峰，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同时，要编制好
科创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

林念修指出， 上半年上海科创中
心建设进展顺利， 成果显著， 来之不
易。要加快各项任务推进进度，确保目
标不变、要求不降、力度不减。要加快
三大产业高地建设， 着力推进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夯实产业基础，推出更多
成果。 要谋划一批示范性全局性重大
项目，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力度。

会上，市领导陈寅、吴清通报了
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及重点产业推进
情况。科技部副部长李萌、中国科学
院副院长相里斌、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钟志华、 国家药监局副局长徐景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高
瑞平、 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庄树
新、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办
公室常务副主任施尔畏出席。

促进开发性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
上海市与国开行签署合作备忘录，龚正欧阳卫民出席

本报讯（记者 孟群舒） 上海市人
民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昨天在沪签署
合作备忘录。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
正，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欧
阳卫民出席签约仪式。市委常委、副市
长吴清，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何兴祥代
表双方签约。

在座谈交流时，龚正说，当前，上海
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

全力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持续推进经

济社会发展，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希望国家开发银行继续助力上海推进三
项新的重大任务、强化“四大功能”、建设
“五个中心”， 并在城市更新等领域持续
发力，更好支持上海的高质量发展。

欧阳卫民说，上海是全国改革开放
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国家开发银
行将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开
发性金融作用，积极参与上海“五个中
心”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助
力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

根据合作备忘录，上海市和国家开
发银行将发挥双方优势，在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长江大保护和绿色发展、上海
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建设、基础设施
建设、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

航空航天、装备制造、“一带一路”建设、

东西部扶贫协作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全
面合作。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进入倒计时
市政府再动员再部署，要求按照时间节点抓推进，确保按期完成

本报讯 （记者 张煜）我国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将于 2020 年 11 月 1 日
零时开始。昨天，市政府召开全市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动员会，对即将开展的
人口普查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从全国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展
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将全面查清我国
人口数量、结构、分布、城乡住房等方面
情况， 为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
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科学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供科学准
确的统计信息支持。从上海看，做好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推进城市治理现

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编制“十四五”规
划的重要依据，更是推动本市高质量发
展的内在要求。

市人普办介绍，根据《全国人口普
查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对外
提供或泄露从人口普查中获得的普查
对象的身份资料，必须严格保密。人口
普查资料也不得作为对普查对象作出
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 以及作为对地
方人民政府进行政绩考核和责任追究
的依据。同时，人口普查对象也应当真
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人口普查
所需的资料，不得隐瞒、拒绝或提供虚
假信息。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登记阶段将
持续至今年 11月底，12月份，市人普办
还将对登记结果进行比对复查以及事
后质量抽查。明年上半年，此次人口普
查结果将对外公布。 因此会议要求，各
区、各部门、各单位要严格按照分工抓
好责任落实， 按照时间节点抓推进，确
保按期完成。各级普查机构要严格按照
普查法规和方案抓普查纪律，坚决杜绝
非法干预人口普查的现象，普查工作人
员要严格履行保密义务，加强对个人信
息的保护，对人口普查相关的违法违纪
案件，要进行通报曝光，对违法违纪人
员要严肃依法依纪处理。

在日常点滴间，守望理想和信仰
本报首席评论员 朱珉迕

王友农是倒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的。从 1月
22日至 29日， 作为亚洲最繁忙邮轮母港的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 靠泊 8艘国际大型邮轮，出
入境旅客达 30595人次，安然无恙；4月，“量子
号” 邮轮在全球疫情蔓延之际回靠吴淞口，周
密的安排部署下，依旧安然无恙。但在来之不
易的安然无恙之后， 这条几乎 7?24小时扑在
邮轮港的 51 岁生命，却悄然定格。不能不说，

这是邮轮港之痛，是抗疫之痛。

不过，人们对王友农的记忆，不应仅仅停
留在这抗疫的最后一刻。 从出任宝山区滨江
委主任到转岗上海吴淞口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和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从一名基
层机关干部到国企掌门， 王友农在邮轮港的
十年时光，亲历并见证了一段“从无到有”的
历程。细读有关他的追忆报道就能发现，这是
忙碌的十年，却很少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时刻，

大多是在关于邮轮与邮轮港的具体事务中
“日拱一卒”———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

推动一个又一个细微的变化，并在日复一日的
坚持中，诠释一种朴素的坚毅与信仰。

近十年前， 笔者也曾数次采访王友农，近
距离接触过这位尚年轻的处级干部。当时正是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建成投用之际，时任宝山区
滨江委主任的他当然有各种大事小事要忙碌。

老实说，对于并非科班出身、此前也并没有太
多同邮轮行业打交道经历的他来说，前方自有
憧憬， 但更多的是挑战和考验———事实上，对
当时的吴淞口、宝山区乃至整个上海、整个中
国来说，邮轮、邮轮港、邮轮产业、邮轮经济，也
都算是新鲜事物，虽已有了几年的涉猎，也有
了硬件的跃升，但总体的认知程度、发展能级

和细分领域发展水平，同世界顶尖水平都有各
种各样需要追赶的距离。

但有距离要赶，就意味着有目标可追，也就
意味着有事可干。对于任何一位干部来说，面对
这样充满未知的事业，困难、挑战和成就感是相
伴相生的，愈是能直面挑战，愈是能迎难而上，

愈是能解决问题，就愈能增添成就感。一个前沿
的产业体系、一个庞大的运转体系、一个代表未
来趋势的发展新亮点和经济增长极， 正来自于
日常点滴间的积累与进步、学习与求解、奋斗与
超越。宏大的目标，总是通过具体而细微的努力
来实现的，正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而一
位干部在其间能做的，不仅有胸怀“千里”的雄
心，更有踏踏实实的“跬步”。

我早已忘了当年同王友农具体聊了些什么，

但他言谈间展露的那种兼集质朴、务实同理想情
怀的个人风格，却留在了我的脑海里。这些天，无
论是王友农的故交还是新识， 通过媒体的笔触
镜头重新回溯他的短暂人生时， 想来都会有相

似的感觉。他的同道们称他是“守望者”，分管领
导说他“眸中有大江大海”，以此来描述一个献身
邮轮事业的人，无疑是传神的。这也很容易让人
想起近年来常被引用的那句话，“我们的征途是
星辰大海”。对一个邮轮业者、一个身处邮轮业
的党员干部来说， 前方征途的确就是 “星辰大
海”。 但真正让人在这片征途上劈波斩浪的力
量，并不在抒情，而恰恰在于“日拱一卒”。

王友农的离去，是一个意外，是一段伤痛。

当然，同行者和后来者都会沿着他的足迹继续
走下去。他留下了什么？除了对行业的思索、对
事业的眷恋， 除了十年孜孜不倦的经验历程，

一定还有一种精神性的财富， 也就是这种在
“日拱一卒”间诠释的理想与信仰。他的生命是
献给邮轮业的，但这种精神财富却不只是给邮
轮业的。我们更愿意将邮轮业视作一个特殊的
缩影———这是一个充满希望、也不失挑战的朝
阳行业，其间有几代人的宏伟梦想，也有必须
闯过的种种难关，尤其在今年，疫情冲击带来
空前的震动与考验。面对考验怎么办？无非是
“胸怀千里”，同时“日拱一卒”，一方面努力找
寻正确的航标，一方面在日常点滴间始终坚定
做正确的事、做务实的事，以此不断地校准航
向，坚定驶向希望与光明。

邮轮业需要更多的 “王友农们”， 各行各
业，都需要更多的“王友农们”。正是无数这样
平凡、务实又不失理想的实干家，构筑起我们
这个社会、这座城市、这个国家披荆斩棘不断
向前的磅礴力量。我们也应当更加关心、呵护、

善待“王友农们”，关爱每一名踏实苦干的奋斗
者，呵护每一名为事业倾注心血的干部。他们
中的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的宝贵财富，我们
不忍再失去他们。

正是无数这样平凡、 务实
又不失理想的实干家， 构筑起
我们这个社会、这座城市、这个
国家披荆斩棘不断向前的磅礴
力量。 我们也应当更加关爱每
一名踏实苦干的奋斗者， 呵护
每一名为事业倾注心血的干部

守望者的眸中，有大江大海
———追记倒在抗疫一线的新时代基层党员干部王友农

王友农办公室仍保留着他离开那天的样子。 本报记者 司占伟 摄王友农在国外的海边。 宝山区供图

（上接第 1版）然而，第二天意外还是发生
了。那天傍晚，王友农向宝山区委区政府汇报
“量子号”邮轮回靠方案后，准备回公司进一步
细化方案， 却从楼梯台阶上重重地栽了下来。

120急救车把他送到医院， 诊断为腿部四头肌
群损伤撕裂，医生建议静养，不宜走动。因为他
住的房子没有电梯，当天晚上是邮轮港的几名
员工轮流把他背回家的。

可是 4月 15日一大早， 上海吴淞口开发
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刘晓军等人惊讶地发现：

王友农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根拐杖，一瘸一拐
地来上班了，随身还带着一大包衣物，为了不
再麻烦员工，他干脆住进了值班室。

从那天直到 4 月 23 日“量子号”回靠，王
友农没日没夜地忙碌着：不断地修改和完善方
案，现场踩点确定作业流程，召开各种协调会
议……4月 22日，“量子号” 回靠的前一天，他
在参加一个直播论坛时又从椅子上摔了下来，

这是他一周左右时间第二次摔倒。

在长航公安吴淞派出所所长于镭看来，这
大概是老朋友王友农最累最辛苦的一天，他看
到王友农拖着伤腿反反复复地踩点、 走路线。

于镭感慨道：“因为他不能出差错，这里是全球
第四、亚洲第一的母港，任何闪失都会对整个
邮轮业产生巨大的打击，尤其是在‘钻石公主
号’事件后，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这里。”

4月 22日晚 9点，距离“量子号”靠港还有
不到 8个小时， 王友农接到一通紧急电话：船
上有一名外籍船员宫外孕出血， 需要紧急救
治。原本疫情下规定外籍船员不能下船，现在
不仅得下船，还要展开救治。王友农迅速与海
事、急救中心等各方面取得联系，协调完整件
事后他匆匆睡了不到 3个小时，凌晨 4点他又
站在了码头现场进行指挥。

4月 23日清晨，353名中国船员的手机上
都收到了一条来自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的“温馨
提示”：亲爱的“量子号”船员，欢迎您回到祖
国。离船后，我们专业的工作人员将会对你的
行李进行消杀……这条温馨提示是王友农特
意嘱咐公司准备的， 许多船员看到后热泪盈
眶。当晚 8点 52分，王友农发了最后一条朋友
圈：在转发了一篇《我在量子漂泊了 60 多天，

终于回归上海啦》的文章后，他写道：“山河无
恙，欢迎回家！”

4月 26日，完成一大摊收尾工作后，晚上
9点， 王友农在手机上回复了最后一条工作短
信。1个小时后，他因突发脑溢血再一次重重地
摔倒，昏迷不醒。

他的办公室， 至今保留着他离开时候的样
子：摊开的《邮轮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
预案》，有他反复修改的痕迹；他用来涂抹伤腿
的扶他林药膏、用来充饥的泡面还放在桌上……

守望港口成长
“没试过， 怎么就知道不成

功？怎么就知道不能做？”

眼前的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失去了昔日船
来船往的繁忙， 被浩瀚的江水环绕的东方之
睛，有一种独特的静谧和悠远。

她不仅见证了当地邮轮产业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的发展历程， 更见证了 20余项充满创
新基因的探索在此落地生根。这些创新探索的
背后，处处留下了王友农的身影……

10年前，宝山区抓住国际邮轮产业东移的
先机，启动建设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从那时开
始，王友农的人生，便与这个向海而生的梦想
紧密相连。

2011年，时任上海市宝山区滨江委主任的
王友农，亲身参与了全国首个中国邮轮旅游发
展实验区的申请创建工作，为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的初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015年的一天，他接到了组织上要求他调
任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的通知。离开熟悉的公务员系统，转而担当
一个刚起步邮轮港公司的掌门人，这样的角色
转变，对于已经 45岁的王友农来说，无疑是一
个重大的人生转折。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当时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
司的办公楼，还只是宝杨路 1号一幢不起眼的
灰白色小楼，这里是王友农邮轮事业生涯的新

起点。在这里，他做出了具有开创性的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第二个五年规划， 提出加快建设
“快乐港口、智慧港口、绿色港口、共赢港口、示
范港口”， 并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
一流邮轮母港。

王友农上任伊始，正值邮轮旅游市场蓬勃
发展的黄金期，他并没有因为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跻身亚洲第一大邮轮港而沾沾自喜，而是清
楚地认识到港口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旅客
进港最后一公里问题如何解决？船票超卖现象
如何避免？旅客登船体验如何提升？宝山邮轮
产业如何闯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
情的发展之路？

客运服务部的郭婉婷清楚记得， 有一次她正
在为行动不便的老年游客提供轮椅车， 碰上来现
场检查的王友农。“王董说这些爱心服务的做法很
值得推广， 提出要把一些服务变成标准的可操作
的指导文件。”在他的提议下，打造了“客服部服务
规范手册”和“五心服务”承诺。2018年9月11日，上
海吴淞口邮轮港作为全国首个邮轮港口服务标准
化试点成功验收，成为中国邮轮产业的行业标杆。

2017年，正值中国邮轮处于低谷时期。全国
所有邮轮港都没船票，存在监管、经营、安全等诸
多问题。王友农敏锐意识到建立邮轮船票制度的
重要性。“2017年 10月 31日，上海吴淞口邮轮港
开始试点邮轮船票工作，游客的通关速度从原来

的 30秒缩短到目前的 3秒左右。2019年起，这项
邮轮船票制度开始在全国邮轮港口推广应用。”

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亚太区主席刘淄楠印象深
刻。一张船票，承载着王友农对打造智慧港口、示
范港口的坚定信念。

在他的引领下，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不断呈现
创新之举， 高效的通关服务流程带动全国邮轮港
口向前发展。

邮轮港的泊位岸边，有一组巨大的集装箱式
白色设备，这不仅是目前世界最大邮轮变频岸电
系统，也是亚洲第一套邮轮岸电系统。这套系统
的诞生，源于王友农一个绿色的心愿。

2015年， 他在一次专家研讨会上得到启发，

“使用岸电可使船舶每次靠港减少高达95%的污
染物排放量”。这个论断让王友农非常兴奋：如果
岸电项目落地，将使港口节能减排、实现“绿色航
运”成为可能。王友农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不断地进
行岸基供电项目的调研、学习，编写了项目工程可
行性报告，制定了岸基供电项目建设方案，协调各
方推进实施……2016年7月13日，世界最大邮轮变
频岸电系统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试运行成功。

和王友农合作过的人不约而同地提到：他总
是有那么多奇思妙想！他挂在嘴边的话是，“没试
过，怎么就知道不成功？怎么就知道不能做？”

他发现私家车在港口接人效率不高，就设计
了一个拿号系统进行约车管理，让车辆进港时间
和客人下船时间相匹配；他发现船员通道口的三
级台阶， 让一些拿着行李的船员上下不太方便，

立即通知工程部建设斜坡，方便船员出入；他看
到邮轮港的行李笼能放的行李有限，马上和现场
的操作人员沟通交流，找设计公司设计出了三层
式的行李笼，成为全国邮轮港首创。

风正劲，帆高悬。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的建设
赶上了中国邮轮产业蓬勃发展的黄金十年。自开
港以来，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三年登顶亚洲第一、

五年问鼎全球前四，游客接待量占据全国半壁江
山，开创国际邮轮经济中国时代，创造了世界邮
轮经济发展史的上海传奇。

作为邮轮经济的建设者、 参与者和亲历者，

这十年，王友农守望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用他
那温和却又果敢的目光，见证这一“传奇”的诞
生、成长和壮大。

守望人生理想
“就连吃顿饭，十分钟以后也

会情不自禁开始谈工作”

王友农曾说：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
心上。在和他接触过的人心中，他独有的人格魅
力，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他工作这么多年，此前就连区里的荣誉都
很少获得！为什么？他自己不要！”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党委副书记徐红哽咽着说，“遇到事情，他总
是帮我们一起做；遇到荣誉，他都是让给我们。他
说，‘你们获得荣誉， 就是对我们团队的莫大肯
定，这足够了！’”

与他认识十年的刘淄楠说，“印象中的他，总是
从早到晚，一直工作，从来没有听过他唉声叹气。”在
王友农昏迷的日子里，刘淄楠和徐颖，两位皇家加
勒比的老朋友， 一起给他写了一张卡片：“那些一
起奋斗过的日子， 是我们执着的青春最好的注脚。

2020有些难，但是一切都在慢慢变好……”

“他既风趣，却又无趣。”这是宝山区发改委副
主任沈邵军对王友农的评价，“他说话很幽默，可
就连吃顿饭，十分钟以后也会情不自禁谈工作。”

2019年 Seatrade亚太邮轮大会期间，担任大
会总协调组长的王友农就像一个不停运转的陀
螺。 吴淞口邮轮港员工陈昊哲回忆道：“我们晚上
8点左右接到任务， 要为一位重要嘉宾修改发言
稿。第二天一早就是大会开幕式，他带着我们逐字
逐句斟酌、修订。改到凌晨 4点，他看我们很疲倦
了，就对我们说你们先去休息吧。”早上 6点，陈昊
哲发现王友农依然坐在桌子前静静地审核稿子。

王友农的妻子李国苹提到了一件不为人知
的旧事。1988年高考那一天， 王友农正紧张地站
在考场外准备参加数学考试，这也是他最擅长的
一门学科。 谁料有个同学突然发现准考证忘带
了，身为班长的王友农二话没说，跨上自行车就
飞奔去帮同学拿准考证， 结果那场考试他迟到
了，失了不少分，与最心仪的复旦大学失之交臂。

因为丈夫的常年晚归，在家里为他“留一盏
灯”是李国苹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妻子说：“现在
想来，他留给我的就是一个背影，我留给他的就
是一盏灯。我和女儿说，爸爸没走，他永远在我们
的心里。”

宝山区滨江委滨江开发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主任王斌，和王友农共事十年。“这十年，邮轮已
经成了宝山一张名片。 回想起来， 过程难忘、不
易，却是愉快的。现在我们一遇到困难，还是会第
一时间想：如果王友农董事长在，他会怎么看、怎
么想，怎么带我们去做？他的精神会时刻激励着
我们攻坚克难，用行动再续邮轮行业的辉煌。”

斯人已去。但那个守望者的身影，却始终都
在。人们相信，他的眸中有大江大海。他最终守望
的，是内心那永不熄灭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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