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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防控影响，“十一”期间上海各大景点本地游客占比将大幅上升

长假不出远门，游沪郊逛市区一样能玩转
■本报记者 李宝花 李蕾 陈玺撼 见习记者 侍佳妮

临近“十一”，国庆黄金周旅游预订进入高
峰。受疫情防控影响，上海市郊和长三角等周
边地区成为今年国庆假期的旅游热门去处。在
这个出不了远门的 8天长假里，哪些地方和景
区热门，哪里可以不用“人从众”，还可以有些
什么不一样的玩法？

“旅游节一开，大家觉得可以放心出去玩
了，就想起来找我帮忙订酒店。”上航假期旅行
社总经理助理龚飞近日电话问了一圈熟悉的
沪郊酒店，发现金山、奉贤、崇明、青浦等区域
的酒店已一房难求。在节假日消费需求推动之
下，原来四五百元一晚的酒店房间，国庆假期
已涨至上千元。 稍有知名度的郊区酒店，10月
6日前的房间几乎都已订完。

“五一”假期大热的崇明，国庆长假依然是
热门去向。目前为止，崇明金茂凯悦酒店、瀛东
度假村、明珠湖度假村等国庆假期房间，均接
近全满；东平国家森林公园房车基地近百辆房
车已预订一空。“不只是我们酒店，周边一些价
格便宜的民宿也满房了！” 崇明金茂凯悦酒店
相关人士说。此外，奉贤的东篱竹隐、浦东的百
匠村、宿予等知名民宿，也纷纷表示今年国庆
黄金周的客房“预订得差不多了”。

除上海各大公园景点及游览区域，长三角
也将在国庆假期迎来出游高峰。其中，高铁沿
线的南通、泰州、扬州、苏州、无锡、常州、南京、

杭州、 宁波等热门旅游城市的不少酒店和民
宿，国庆假期基本满房。从已有的预订及搜索
热度看，自然风景类景区受欢迎度最高，各类
主题乐园类、动植物园类景区，也因青年群体、

亲子家庭的出游热带动而升温。受文旅消费热
影响，室内场馆、博物馆也很受欢迎。

从市文旅局统计数据看，以往国庆长假中，

上海迪士尼、东方明珠、欢乐谷、野生动物园、海
昌海洋公园、长风海洋世界、浦江游览等景点及
项目最热门。外滩、豫园、小陆家嘴、45公里滨江
岸线、朱家角等区域，是市民游客较为集中的去
处。此外，博物馆美术馆、专业剧场等文化类场
馆也将迎来客流高峰。受疫情防控影响，今年上
海各大景点的本地游客占比都将大幅上升。旅
游行业人士建议，除了做好提前预约、个人防护
等措施外，游客可在“上海发布”微信平台上查
询景区实时客流量， 获取上海20余家热门A级
景区的实时客流情况，避免“轧闹猛”。

如果心仪的酒店和旅游线路来不及预订，

上海城区也有“说走就走”的好去处。

有两个孩子的孙女士节假日最喜欢适合
骑行的绿道。“骑车很清净，我们好几个节假日
都这样过的。”由于经常“转战”各处，孙女士熟

悉的绿道骑行“打卡”点不少。她介绍，家住西
南区域的可以试试长宁外环绿道，住东北区域
的可以考虑去大黄生态园走走，住浦东的可以
试试世纪公园旁的张家浜， 有些绿地景美人
少，周边餐饮配套也不错，比去景区看“人从
众”或在高速上堵几个小时强多了。

家住普陀的王女士推荐家附近的桃浦中
央绿地：“这个绿地拍照蛮好的， 即使是周末
人也不会很多。”桃浦中央绿地号称上海市区
最大的开放式绿地， 一部分绿地小坡沿着隧
道顺势而建，绿植茂密的林荫小道、大片的草
坪、树桩搭起的小小原木世界，足以令孩子们
撒欢。

伴随这几年城市“微更新”，身边的好去处
越来越多，位于龙华东路的南园滨江绿地是其
中之一。 记者工作日踏访这一总占地面积超 7

万平方米的绿地时，发现游客极少。由于地势
开阔，即使节假日也不用担心人挤人。绿地内
约有 300 余种观赏植物，宛如绿色海洋；临江
部分建有观景台，视野开阔，沿江边走一走心
旷神怡。 再如苏州河南岸的蝴蝶湾绿地，W形
的设计酷似展翅欲飞的蝴蝶，入口旁是跌落式
水景广场，沿河设有两层木栈道，还有篮球场
和塑胶跑道，旁边的静安区少年儿童图书馆可
以亲子阅读。

平时市民步履匆匆，难得有时间驻足欣赏
身边风景，不如利用这个长假，深度感受这座
城市。 比如上海 64条永不拓宽的马路蕴藏城
市文脉， 也是上海区别于其他城市的重要特
色。经常带团队游览上海小马路的导游师文介
绍，这些永不拓宽的马路中，除了知名度极高
的武康路，还有拥有上海最漂亮林荫大道的衡
山路、坐拥爱神花园的巨鹿路、开着不少有腔
调的小咖啡馆的复兴西路，都值得一游。此外，

甜爱路、思南路，以及相对小众的舟山路、溧阳
路、惠民路部分路段都可以走走。“游客可以选
一条或几条马路闲逛半天，拍靓照、品美食、逛
小店、赏风景；或提前做好功课，在实地行走中
感受建筑背后的风云际会。”

9月 28日至 10月 8日， 第二十届都市森
林狂欢节暨第七届共青森林啤酒节将举行。活
动期间， 共青森林公园内的 5000平方米草花
海和上千株桂花将进入最佳观赏期。本届森林
啤酒节， 共青森林公园引入比利时、 德国、英
国、西班牙、加拿大等国家近 50余种不同口味
的啤酒，涵盖慕尼黑、波西米亚、巴伐利亚、约
克郡等不同风格的酿造工艺。

今年，古猗园完成从 20世纪 50年代至今
规模最大的夜景灯光工程改造。今年中秋节、国
庆节期间，古猗园将延长开放至 20时 30分。中
秋节当晚，古猗园内将有真人版嫦娥、吴刚“空
降”草坪。所有身着中国传统服饰的游客当晚可
免费入园游览，享受独特的“穿越”体验。

广富林文化遗址内的建筑颇具特色。其
中，广富林文化展示馆“漂浮”在富林湖中，展
览空间均设置在水下。这里的朵云书院，是一
栋保留非常完整的徽派建筑，其他小景点如知
也禅寺、陈子龙纪念馆、古陶艺术馆等也各具
特色。 位于奉贤区南桥新城中心的 “上海之
鱼”， 是以大地雕塑的手法开凿形成金鱼造型
的人工湖，又名金海湖。这一相对小众的景点，

去过的游客大多给出好评。

除了逛公园绿地、去郊区住酒店，也有人在
这个长假选择不太一样的玩法。 市民徐先生选
择和几个好友家庭去崇明东滩湿地公园观星。

“那种沉浸式观星体验让你尽情徜徉浩瀚
星空，实在太美妙了！”今年暑假，徐先生曾带

着孩子去东滩湿地公园露营、观星。徐先生说，观
星活动包含两天一晚。第一天入园后，可乘坐园
内观光电动车在湿地公园内游览， 顺便玩射箭；

傍晚， 在自助烧烤摊前和小伙伴们边吃边聊天。

当夜幕降临， 最令人兴奋的观星活动 19时左右
开始，专业老师边讲述星座起源、中西方天文学
发展等常识，边引导大家先用肉眼观察北斗七星
等重要星象。更难得的是，大家还能通过专业的
天文望远镜对火星、木星、土星等进行观测。如果
运气好，还能观测到国际空间站 ISS等。

整个观星活动大约持续两小时。活动结束后，

洗漱完毕的人们可以在草地上露营， 数着星星入
眠。第二天如果起得早，可以去看日出。徐先生说，

对平时忙忙碌碌的人来说， 这无疑是很好的放松
方式，也给孩子们打开探索浩瀚宇宙的大门。

市民王女士则预约去攀岩。“攀岩多在室内，

不必担心受天气影响。”她说，初级攀岩路线 3至
5分钟就能爬到顶，在岩壁上完全放手，让安全绳
承受身体重量后， 就可以顺着安全绳缓慢落地。

目前上海的攀岩馆遍布各处，馆内通常都设有不
同难度的爬道，无论是初学者还是高手，都能找
到对应的场馆“练手”。

对于体育爱好者而言，上海还有更多新颖玩
法。嘉定上海国际赛车场旅游景区推出“赛场休
闲游”项目，市民游客可以体验 F1赛场最佳视野
的观众席、新闻中心，见到 2010 年 F1 中国大奖
赛冠军奖杯，还可以在颁奖台手捧香槟，体验“冠
军时刻”。“赛道探秘游”上，游客有机会“零距离”

接触 5.41公里完整“上”赛道，还能扫码即时观看
视频，重温 16年来的 F1故事。

如果想在市中心领略一番魔都繁华，浦江两
岸的高星级酒店下午茶餐厅是好友聚会好去处。

陆家嘴丽思卡尔顿酒店 58楼的 FLAIR顶层露台
一向是下午茶热门之选，一边是美食甜点，一边
是陆家嘴和黄浦江的无敌江景；在外滩建筑博览
群中， 华尔道夫酒店浦江汇的下午茶也小有名
气，红色丝绒沙发、银色茶具，浓郁的复古怀旧风
扑面而来；地处虹口滨江的外滩 W酒店，远眺江
对岸，陆家嘴“三件套”尽收眼底……

踏游郊区荩荩荩

在节假日消费需求推动之
下，原来四五百元一晚的酒店房
间，国庆假期已涨至上千元，且纷
纷表示“客房预订得差不多了”。

一些酒店民宿一房难求

深读市区荩荩荩

身边好去处越来越多，绿地
和绿道骑行“打卡”点不少。64条
永不拓宽的马路蕴藏城市文脉，

是区别于其他城市的重要特色。

感受身边蕴藏城市文脉
个性玩法荩荩荩

观星通过专业天文望远镜
对火星、木星、土星等进行观测，

活动大约持续两小时。如果运气
好，还能观测到国际空间站 ISS。

徜徉浩瀚星空真是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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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
上海绿化市容部门获悉，

根据文旅部通知，景区游
客最大接待量从 50%上
调至 75%。在给更多游客
带来欢乐祥和的同时，各
座公园的防疫措施和应
急预案没有丝毫松懈。

疫情防控下，“无预
约不旅游”已成出游新常
态。面对国庆黄金周可能
涌来的客流，上海酒店行
业仍将严格执行测温验
码及消毒措施，各大景区
也正紧锣密鼓为大客流
作准备。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
市场总监王蕾说， 目前
海昌海洋公园园区 、室
内场馆均已将客流限量
上调至 75%。 从今年情
况看， 海昌海洋公园的
游客以上海本地为主 ，

长三角游客近期占比有
所提升。 根据以往经验，

国庆假期的预订高峰将
在本周四左右启动，客流
高峰预计将出现在 10 月
2日至 6日。

“所有入园游客都需
预约，验码、测温也将照
常执行。我们建议游客尽
量通过互联网购票，这些
网络票购买时就需要选
入园日期，可以确保游客
抵达后顺利入园。” 王蕾
说，为应对大客流，园方
正与交管部门协调周边
停车设施。原本，海昌海
洋公园及度假酒店有
1500多个停车位， 周边雪绒花路停车场、新
天地停车场、临港大道地铁站“P+R”停车场
加入后，周边停车位总计将超过 3000个。

据了解，旅游节半价活动期间，上海野
生动物园一度因超容量大客流出现堵车、游
玩项目排队时间过长等问题，目前正针对国
庆长假可能出现的大客流制定更详细的应
急预案，包括交通疏导、疫情防控措施等。

共青森林公园游客日最大承载量、瞬时
最大承载量分别控制在 9.75万人次、3.9 万
人次；古猗园游客日最大承载量、瞬时最大
承载量分别控制在 4.5万人次、1.5万人次。

一旦超过限值，公园将暂停售票和入园。“二
码一测”（随申码、预约码、测温）仍是入园前
的必经程序。所有游客须提前或当场办理预
约手续后，方能入园。

园内将严格执行关键环节的消毒防疫
措施。共青森林公园内的小火车上下午将各
进行至少一次全面消毒， 每次游客上下火
车，将落实“一客一清”。啤酒节期间，所有啤
酒屋和餐桌餐椅的关键部位将随时清洁消
毒。 原本可容纳 1000人的露天剧场实行间
隔入座，场内观众人数控制在 500人以内。

古猗园内的灯谜谜面将全面电子化，游
客扫码后在线抢答；两个灯谜间的距离保持
在 1 米以上，并悬挂在灯笼醒目位置，以防
游客在个别灯笼下聚集。中秋节草坪上举行
的拜月仪式用围栏隔开演员与观众，手艺人
集中“练摊”的现场，观众只能从摊位前方经
过，且有志愿者随时提醒保持安全距离。

在海昌海洋公园企鹅馆，市民游客驻足拍照。 均 本报记者 孟雨涵 摄 豫园商城老庙景容楼 10.6米高黄金“好运树”。

对标国家规划要求，上海交出怎样答卷（上接第 1 版）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方面，“十三五”期间，上海已基本
确立航运服务全球枢纽节点地
位。2019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
4330.3万标箱， 连续十年世界第
一；机场货邮吞吐量、旅客吞吐量
分别位居全球第三和第四位。

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方面，尽
管全球贸易受到挑战， 但 “十三
五” 期间上海货物进出口总额规
模不断扩大， 贸易中心地位持续
提升。2019年全市货物进出口总
额达到3.40万亿元， 比2015年增
长21.3%，年均增长5.0%，比“十
二五” 年均增速提高2.6个百分
点。2018年以来，上海通过举办两
届进博会， 持续放大进博会溢出
效应， 上海展览数量和展览面积
位居国内首位、跻身世界前列。

科创中心全球影
响力持续增强
创新发展，是国家“十三五”规

划纲要编制的重要理念。规划纲要
在“科技创新章”中，提出系统推进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支持上海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上海“第五个中心”建设，也是
首次进入国家中长期规划。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
海考察时， 第一次对上海提出
“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进军” 的工作要求。 此后，

“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上升到国家战略层
面。上海“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
出，到 2020年，形成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基本框架。

“十三五”期间，上海深化科
技体制机制改革， 推动在国家层

面制定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
医药“上海方案”，一大批大科学
设施建成运营， 重点科学项目加
快建设，新型研发机构相继成立，

科创中心全球影响力持续增强。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是体现
城市科创能力的一个核心指标。

“十三五”时期，上海全市研发经
费投入持续加大，投入强度不断
提高。2019年， 全市研发经费投
入 1524.55亿元，比 2015年增长
62.9%，研发经费占 GDP 比重达
4.0%，实现了上海“十三五”规划
中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保持在
3.5%的目标，2018年至 2019年，

上海全市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已
连续两年站上 4%的台阶。

2019年全年，上海每万人口
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53.5件，增长
12.7%，也超过了上海“十三五”

规划中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
量达到 40件左右的目标。去年，

上海共认定高新技术成果转化
项目 822项，比上年增长 25.3%，

认定数量创历史新高。

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布局
国家“十三五”规划编制时，

距离中国第一个自贸区———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
刚刚过去两年多。2016年， 自贸
区建设第一次被列入国家中长
期规划，规划中提出“提高自由
贸易试验区建设质量”。国家“十
三五”规划还提出“建设长三角
世界级城市群”， 从区域一体化
发展的维度谋划新发展。

这些规划内容虽然没有直
接出现上海， 但为上海指明了

“十三五”的发展探
索方向， 是上海责

无旁贷的使命。“十三五” 期间，

上海自贸试验区深化 “三区一
堡”建设，大力推动投资、贸易、

金融和事中事后监管等领域的
制度创新， 着力营造法治化、国
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2019年 8月，临港新片区正
式揭牌。一年来，上海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围绕政策
制度创新、特殊功能打造、现代
化新城建设等全面发力，总体方
案明确的 78项制度创新任务已
完成过半， 吸引投资超过 2700

亿元。今年以来，上海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五个重要”

的指示精神，举全市之力加快推
进临港新片区建设，新片区主要
经济指标实现两位数增长。

“十三五”初期，苏浙沪皖三
省一市就以仅占全国 2.1%的国
土面积， 集中了全国 1/4的经济
总量和 1/4 以上的工业增加值。

近五年来， 长三角地区进入一体
化发展快车道， 经济总量占全国
比重进一步提升。2018年 11月，

习近平总书记宣布支持长江三角
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
战略以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
键，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国
家战略在各个层面加快落地实
施。去年中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
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印发以来，三
省一市围绕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
进行突破， 初步构建起 “四梁八
柱”的规划政策体系。一年以来，

三省一市推出了 30多项一体化
制度创新， 签订了120多项合作
协议，建设了 60多个合作平台。

以深化改革推进媒体深度融合（上接第 1版）何平指出，无论传媒格
局、舆论生态如何变化，中国网络媒体的
根本属性不能变，“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

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不能变。要在唱
响主流中把准“定盘星”，在融合发展中练就
“真本事”，在破立并举中筑牢“压舱石”，在
媒体融合发展的大潮中勇做弄潮儿，使互联
网这个最大变量成为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论坛开幕式上，庄荣文、何平和上海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慧琳共同启动“潮涌
长三角 共建进行时”网络主题活动。这项活
动将透过网络媒体视角，讲述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的鲜活故事。

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

杨小伟主持论坛开幕式，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
长刘烈宏、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任贤
良、上海市领导诸葛宇杰出席。

主题演讲环节，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李彦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编务会
议成员孙玉胜，腾讯公司首席运营官任宇昕，

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 海外版编辑部总编辑
王慧敏，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及行政总裁刘
长乐， 新华社副社长刘思扬， 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
年先后分享了对中国网络媒体责任和使命的
思考。

中国网络媒体论坛是目前我国网络媒
体界层次最高、 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年

度盛会。本次论坛由中央网信办、上海市委网
信委、新华社联合主办，旨在深入探讨“在危
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背景下网络媒
体的责任和使命，推动网络媒体积极应变、主
动求变，更好适应新变化、实现新发展。本次
论坛还设置了内容、技术、责任和产业四个分
论坛。

出席本次论坛的还有中央国家机关、中央
新闻单位、全国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网信办、中央和地方重点新闻网站、全国主要
商业网站、新媒体机构、互联网企业的负责人，

以及业界专家学者、网络社会组织代表等。

各界人士送别罗世谦同志（上接第 1版）1961年7月至1966年9月在中
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无线电技术专
业学习。1966年9月至1968年2月留校待分配。

1968年2月至1981年9月任上海无线电二十一
厂车间装配工、调试工、技术员、车间副主任、

技术科副科长、技术办公室副主任、副厂长。

1981年9月至1985年3月任上海市仪表电讯工
业局企业管理处副处长、党委副书记，期间兼
任上海市工业整党办公室副主任。1985年3月
至1987年4月任上海市外经贸工作党委书记。

1987年4月至1992年12月任上海市委组织部
副部长、 部长。1992年12月至2001年4月任上
海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2001 年 4 月至
2007年 5月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先后兼任市
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党校校长、校务委员会主
任，市纪委书记。

罗世谦同志是中共十四大、 十五大代
表，十六届中央纪委委员。

罗世谦同志为党的事业奋斗了近六十
个春秋。早在少年时期，他就立志报国。青年
时期，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定一生跟党走
的执着信念。走上工作岗位后，无论是专业
技术岗位还是领导管理岗位，他始终兢兢业
业、克己奉公、无私奉献。担任上海市委组织
部副部长、部长期间，他坚决贯彻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决

执行党的组织路线，拥护改革，解放思想，开拓
创新，全力抓好领导班子思想作风建设、干部
队伍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特别在大规模培
训干部、培养使用年轻干部和推动知识分子工
作方面，倾注了极大热情，付出了很多心血，做
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担任上海市纪委书记
期间，他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加强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建立巡视工作联席
会议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廉政谈话制度，推进
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推动实施领导干部报
告个人重大事项，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
系建设，为上海改革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
和纪律保障。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期间，他分
管统战、民族、宗教、侨务、工商联、民主党派工
作， 大力推动建立高素质党外代表人士队伍，

不拘一格发现培养和选拔使用党外干部；结合
联系工作，重视建设交通系统党的建设和干部
队伍管理，为上海城市建设大发展提供重要的
人才支撑。 退休后担任上海市老干部大学校
长，深情关注和推动老干部继续教育事业。

罗世谦同志对党的事业赤胆忠诚，无限热
爱，始终坚定信仰信念信心，全心全意投身改
革建设的伟大事业。 他对人民群众充满感情，

体恤民生，时刻关心群众之所急所盼与所忧所

虑，时刻关注百姓之冷暖与甘苦，深受敬重。

他作风务实，润物无声，爱护干部，尊重人
才，经常性谈心谈话，手把手悉心指导，既在政
治上工作上严格要求，又在生活上成长上关心
关爱，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深得信任。

罗世谦同志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认真钻研科学技术，

注重掌握经济社会管理知识， 学习一辈子，工
作一辈子，真正践行“活到老学到老”的信念，

为党的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他德高望重，襟
怀坦荡，识大体，顾大局，退出领导岗位后，继
续全力支持市委领导班子工作，热情关注全市
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敢于讲真话，

敢于负责任，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
人格力量。他淡泊名利，严于律己，生活俭朴，

家风严谨， 无论对家属子女还是身边工作人
员，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始终发扬党的优良传
统，模范遵守党的纪律，充分展示了共产党人
的高风亮节和革命情操。

罗世谦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
主义事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为党的事
业奋斗的一生，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他的崇高精神风范和优秀思想品质，永远值得
我们学习和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