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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专题系列发布会

火热的天
火热的兵
昨天，武警上海总队

官兵在进行“实战快速射
击”。

八一前夕，武警上海
总队掀起新一轮练兵热
潮。在位于市郊的总队训
练基地内，特战预备队员
的培训如火如荼。数百名
特战苗子为实现 “特战
梦”， 在烈日酷暑中磨砺
战术水平。

图为武警上海总队官
兵在各种复杂条件下展开
手步枪限时快速射击、手
步枪快速转换射击。

本报记者 张海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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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舒抒

在昨天举行的“高质量
发展、高品质生活”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市政府新闻发布会
上， 长宁区委书记王为人介
绍，5年来， 长宁区 GDP年
均增速达到 7.9%，高于全市
平均增速 1.3 个百分点，在
上海中心城区中位居第一。

五年来，长宁区累计实
施 254条改革举措，主动探
索的 “一照多址”“一证多
址”、 跨区域网络市场协同
监管、“验放分离、 零等待”

以及加强土地节约集约利
用，先后 4次获国务院通报
表扬。

近年来，长宁区全力做
强特色产业，现代服务业成
为经济发展“主力军”，税收
占比达到 82.6%。 在线新经
济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
年，长宁区信息服务业实现
逆势正增长，其中人工智能
重点监测企业税收增长
12.34%。眼下，长宁区已集
聚 4900 余家互联网企业，

美团点评、拼多多、携程等 3

家企业入选工信部中国
2019 年互联网百强企业前
二十，对全市互联网经济产
值贡献达 23.1%。

下一步，长宁区将围绕
“无中生有、有中启转、转中
做大”三个着力点，全力打
造在线新经济发展高地，促
进智能互联网产业等数字
经济高端化特色化发展 。

“无中生有”即积极引导、扶
持发展因疫情倒逼而生的
新公司、新业态，包括无接
触配送、远程办公等；“有中
启转”即引导企业将线下成
熟的业态模式拓展到线上，

形成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

“转中做大”即引导推动已有业态模式发展壮大，包
括在线文娱、生鲜电商、直播零售等。

王为人介绍了五年来长宁区在城区发展方面
取得的多项第一：创建全市首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区，资源化利用率达 68%，全市排名第一；2016 年
以来，累计新增 43万平方米公共绿地和立体绿化，

绿化覆盖率超 31%，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7.4 平方
米，为中心城区第一；老年人床位拥有率持续位居
中心城区首位。

长宁区共有 6300 户居民生活在非成套房屋
中，总建筑面积 24.6万平方米。目前成套改造已开
竣工总计 22.5万平方米，惠及居民 5700户，面积、

户数统计均超 90%，今年年底，将基本完成全区非
成套房屋改造。

全国首个影视产业后期制作共享空间在上海启用，探索产业变革新模式

“梦工厂”落成：背着背包来做电影
■本报记者 王志彦

一部电影的后期制作通常需要分包给几
十家公司来完成，这个过程对制片人来说往往
是痛苦而无奈的：与几十家公司沟通本身就是
脑力加体力的双重挑战，而不同公司生产质量
参差不齐，有时候临近上映，拿出的成品却完
全不能用，这更是很多制片人的梦魇。

昨天， 全国首个影视产业后期制作共享
空间在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揭幕启用， 打破
了电影后期制作“接单—发单—生产制作”的
固有模式， 为电影人描摹了一幅 “带着创意
来，拿着作品走”的美好蓝图。可以说，影视产
业后期制作的革命性创新， 上海又走在了全
国前列。

高度集成匹配电影创意
与上海迪士尼乐园一路之隔的浦东国际

影视产业园共享空间， 同样是一个造梦的地
方。这里曾经是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员工体育
馆，经过一番改造后，变身为占地面积达 3000

多平方米的影视“梦工厂”。

走进这里的一楼，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
一间 600多平方米的多功能制作空间。在这个
空间里，可以进行动作捕捉拍摄，也可以进行
综艺节目录制，短视频拍摄，甚至可以举办一

场小规模的电影高峰论坛。更让电影人兴奋的
是，这里的一切都无需自己购置，你只要提出
需求， 共享空间就可以完美匹配你的创意，真
正实现“背着背包来做电影”。

“共享空间就像是电影制作产业的富士康
工厂，具备高度集成的优势。”浦东影视产业园
共享空间负责人江传荣说，在这里灯光、美术、

导演、化妆、服装等专业技术人员都可以从海
量的人才数据库里寻找，组成一支最合适的制
作团队。 所有硬件设备也可以从共享空间租
用， 甚至包括 5G传输、 存储等新基建设备服
务。“不管你是一名导演、编剧，还是一位普通
的网红，只要你有创意有想法，就可以来共享
空间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多功能制作空间的对面，是一间绿幕摄
影棚，也被称为虚拟摄影棚。江传荣说，这里同
样实践着共享的理念，“虚拟摄影棚实现了线
上线下的集成创新，这里采用的动作捕捉摄像
机是松下最新款产品，可以自动追踪和匹配人
物动作和虚拟场景，无需在后期进行人工手动
调整，大大减低了工作量。同时，这里采用的软
件供应商，可以提供 2万多个虚拟场景，冰山、

草地、万米高空的飞机，都可以用最好的机器
和最好的软件来拍摄。”

共享空间的二楼则分布着录音棚、 配音
棚、剪辑室、审片室以及办工空间、会议室等，

涵盖了电影后期制作的所有流程。所有工作室
都是对外开放并共享的，是所有电影人的“共
同家园”。

探索参与全球竞争上海模式
“这是中国电影行业第一次真正实现共享

生产模式。”说起打造共享空间的初衷，做过导
演、编剧，在电影行业摸爬滚打半生的江传荣
说，这是一种“痛的领悟”。

“中国有数百家影视后期制作企业，但行
业平均净利润只有 5%左右， 即使放到全球观
察， 影视后期制作的净利润也不过 10%左右。

究其原因，就是影视后期制作的环节多，可变
因素多，预算和质量控制都很难。”江传荣说，

对一家影视制作公司来说，购买大量的专业设
备是一笔巨大的投入， 很多中小公司做不到，

采取分包制作， 进度和质量又往往难以把控，

有时候真的只能 “碰运气”。“我曾经痛苦地思
考过这个问题：中国电影后期制作水平若论单
个技术，都可以与好莱坞相媲美，但整合到一
起，做一部完整的电影时，却往往少一点‘意
思’，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后来我明白了，这是
我们集成创新能力的不足。”

探索出中国影视后期制作参与全球竞争
的上海模式，希望在未来 3—5年的时间里，通
过以点带面，形成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发展影

视产业的“场效应”，这正是共享空间进行产业
变革的意义所在。共享模式为影视制作企业降
低了运营成本， 以影视制作的正版软件为例，

一个制作公司每年需要向软件企业交付上百
万元的正版软件使用费，在共享空间，这些费
用可以降到最低。

更重要的是，在共享空间内，影视制作的
质量能做到 “稳定输出”。“共享空间背后依靠
的是筹建中的中国影视后期制作产业联盟，这
个联盟拥有 300多家企业，3万多名专业技术
人员， 几乎代表了中国影视制作的最高水平。

我们建立了一个线上人才中心和数字资产交
易中心，你可以像逛淘宝天猫店一样，选择最
适合自己的技术人员或者技术公司。而所有技
术人员的作品都会用区块链技术进行锁定，也
就是说，你拍的每一个镜头、每一段画面都将
作为成长的一部分被记录下来，这样迫使所有
的电影人都必须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作品负
责。大浪淘沙，在公平透明的市场上，最好的人
才会拥有最高的价值。”

记者了解到，目前启用的只是影视产业园
共享空间一期，未来五年，这里还将建设二期、

三期工程， 拥有 5到 6个大型共享摄影棚，相
关制作人员达到 1000人，每年完成 20部左右
的电影后期制作，成为国内最大的影视后期制
作基地。

绿色金融债券多市场同发
上海清算所完成首场发行定价

本报讯 （记者 张杨）昨天，银行间市场清
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清算所”）支持
国家开发银行以公开招标的方式， 成功完成
“应对气候变化”绿色金融债券多市场同发首
场发行。 首场发行的债券规模为 50 亿元，期
限为 3 年，参考收益率为 2.4984%，认购倍数
达 15.52。在上海清算所完成首场发行定价后，

国家开发银行在中央结算公司、上海证券交易
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对首场发行的债券进行
数量招标。

上海清算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在上海
试点多市场同发的创新发行方式， 首次实现了
同一债券在多个市场同时发行， 对于促进债券
市场发展、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支持上海国际金
融中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次发行的绿色金
融债券，为境内首单获得气候债券标准认证
的利率债，募集资金将用于低碳运输等绿色
项目，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债券市场服务国家
绿色环保战略的作用。此举也有利于支持上
海打造更加开放的金融市场、塑造更具竞争
力的金融功能、营造更有活力的金融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