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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五年，杨浦将进一步优化城区功能布局

大创智功能区生态办公新空间发布
儿童友好，让人民城市更有温度
杨浦积极打造滨江生活秀带儿童友好公共空间示范区

■记者 张蓓 毛信慧
目前，杨浦正在全力推进滨江生
活秀带儿童友好公共空间示范区建
设，打造杨浦专属的“社区+滨江”儿
童友好创建工作模式。儿童友好公共
空间示范区建设已被纳入《杨浦区妇
女儿童发展“十四五”规划》重大事项
及区政府实事项目。
据介绍，儿童友好公共空间示范
区西起杨树浦路秦皇岛路，东至杨树
浦路贵阳路，全长 5.5 公里，涵盖世界
技能博物馆、皂梦空间、大桥公园、杨
树浦电厂遗迹公园等 34 个服务点。

推出更多“儿童+”精品
活动，打造“家校社”联动的
儿童友好成长平台

为主题，开展了“童”声“童”议讨论活
动。
“ 今后我们还计划通过举办读书
会、召开主题班会、参观红色场馆等方
式，
传承红色基因。
”
学生们积极参与、
自由表达，每个小组还派代表上台分
享各自的行动方案……
今年 7 月以来，区妇儿工委陆续
在杨浦滨江妇儿之家推出了“儿童+”
系列活动，友童之声训练营也是“儿
童+艺术”的活动内容之一。下一步，
杨 浦 滨 江 妇 儿 之 家 将 推 出 更 多“ 儿
童+”的精品活动。而经典红色影片
赏析进校园活动是区妇儿工委开展的
校社联动儿童友好成长项目的系列活
动 之 一 。 项 目 旨 在 打 造“ 学 校 － 家
庭－社区”
联动的儿童友好成长平台，
通过政府购买第三方社会组织服务，
整合专业资源，
鼓励社会参与，
共同推
进儿童友好示范区建设。

位于杨浦滨江的绿之丘是远近闻
名的网红打卡点。最近，绿之丘的 5
符合儿童成长发展规
楼，不时传出小朋友的欢声笑语，原
律，
凸显杨浦滨江特色
来，友童之声训练营第四期活动在杨
浦滨江妇儿之家举行。
建设儿童友好公共空间示范区具
“平时孩子在家胆子特别小，
说话
体怎么做？
都不敢大声，没想到在训练营这么‘豁
组织编写《杨浦滨江儿童友好公
得出’，竟然能模仿这么多动物和人
共空间示范区建设导则》。将儿童友
物。
”活动中，孩子们充满自信的“模仿
好公共空间建设有机融入杨浦滨江
秀”令不少家长感到惊喜。
“十四五”规划的整体推进中，将儿童
据了解，友童之声训练营，
每四次
友好公共空间的七大要素（可达性、安
活动为一个系列。孩子们在老师的指
全性、舒适性、多功能性、趣味性、历史
导下，练口诀、说绕口令、念儿歌，
通过
人文、商业带动）和八大体系（教育、健
练习，他们学会大胆发声，勇敢表达。
康、玩耍和娱乐、社会支持、自然、出
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故事众所周
行、水和食物、配套）纳入滨江各层级
知，但学习，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
开放空间的规划设计。
然。近日在新大桥中学，一场“友爱
构建覆盖滨江沿线全域的“1+N”
童心、初心传承”经典红色影片赏析主
儿童友好公共空间格局。
“1”指加强与
题活动让学生们直呼收获满满。
市妇儿工委合作，积极打造一流国际
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观看老
化 的 上 海 国 际 儿 童 中 心（暂 定 名）；
电影的精彩片段，赏析结束后，分成 5 “N”指建设若干儿童友好公共空间服
个小组，
以“红色传承，
争当时代少年” 务站点，既包括嵌入滨江沿线各商业

设施、商务楼宇、文化空间等服务点，
也包括新植入以移动集装箱为物理依
托的服务站，
提供系列儿童服务。
建立“儿童+”系列活动项目库。
以“童眼看滨江、童声唱滨江、童影秀
滨江、童心乐滨江”为主题，依托杨浦
滨江沿线历史文化生态资源，组织开
展“儿童+技能”
“儿童+艺术”
“儿童+
教育”
“ 儿童+参与”
“ 儿童+科普”
“儿
童+阅读”
“儿童+体育”
“儿童+游乐”
等体现儿童友好、凸显杨浦滨江特色
的系列活动。
逐步建立健全各相关部门密切配
合、社会力量广泛支持、儿童积极参与
的全社会共建机制。规范政府购买服
务制度，培育和引导专业社会组织参
与儿童服务，形成多项专业化的儿童
服务品牌，
逐步建立一支专业化、职业
化、规范化的儿童工作者队伍。
加强儿童友好型城市的理论和实
证研究。与市妇儿工委联合设立专家
咨询委员会，
对标国际水平，
召开各类
研讨会，
定期发布《杨浦儿童友好型城
市建设报告》等。争取获得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的支持，在杨浦滨江召开儿
童国际性会议、中国儿童发展论坛等
会议，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
未来，杨浦将以“打造儿童美好环
境、实现儿童美好生活、开创儿童美好
未来”
为目标导向，
通过加强组织领导，
形成工作合力；强化政策保障，构建长
效机制；
加大宣传力度，
营造创建氛围
等方面，
全力推进滨江生活秀带儿童友
好公共空间示范区建设，
加快构建具有
国际化视野、
体现上海超大城市治理要
求、符合儿童成长发展规律、凸显杨浦
滨江特色的儿童友好型城市发展新格
局，
力争把儿童友好公共空间示范区建
设成为高标准人民城市实践区和高品
质生态生活融合区的标志性区域。

组织编写《杨浦滨江儿童友好公共空间示范区建设导则》。
构建覆盖滨江沿线全域的“1+N”
儿童友好公共空间格局。
建立
“儿童+”系列活动项目库。
逐步建立健全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支持、儿童
积极参与的全社会共建机制。
加强儿童友好型城市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建设时间线
2021－2022 年，通过拓展与建设滨江
区域包括道路交通、公共设施、儿童乐园、
绿化景观、社会服务等在内的完整生态系
统，绘制形成《杨浦滨江儿童友好公共空
间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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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楼租赁负责人杨松介绍，尚浦汇
项目由丹麦知名建筑事务所
HENNING LARSEN 设 计 ，整 体 绿
化率高达 35%。受到新江湾城自然
生态的启发，设计师将绿色山谷作为
设计灵感。
从空中望去，层层推进的建筑，
将丰富的绿植从首层一直延伸到立
面，形成多样化的楼层露台与屋顶花
园。三栋错落有致的办公楼宇围合
出中央花园，形成一个宁静和谐的绿

色“山谷”
。
2011 年，铁狮门启动了尚浦领世
城市综合体项目的分阶段开发。作
为杨浦最大的城市综合体，整个项
目包括杨浦最高建筑双子塔、高品
质住宅、甲级写字楼、五星级酒店、
零售商业、文娱设施以及丰富的绿
化 空 间 ，总 建 筑 面 积 约 90 万 平 方
米。据悉，因多项可持续发展设计，
尚浦汇获得了 LEED 金级认证和绿
色建筑三星认证。 ■记者 毛信慧

杨浦将卫生服务延伸至
“功能社区”
杨浦将进一步完善社区卫生服
务网络，逐步将社区卫生服务拓展延
伸至功能社区，推进全人群、全生命
周期健康管理。近日，大桥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入选上海市“功能社区”社
区卫生服务试点单位。
什么是“功能社区”？
“功能社区”
指按功能区域划分的市民重要活动
场所，包括机关企事业单位、产业园
区、商务楼宇、学校、养老机构等。推
进功能社区社区卫生服务，杨浦区将
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平台，根据不
同区域特点与人群需求开展。
大桥街道辖区内有长阳创谷、互
联宝地、
城市概念园、
四季复地等 4 个
园区，
聚集了众多企业，
拥有大量年轻
的职业人群，
总人数近 4 万，
根据园区
规划，
未来这一数字预计将超过8万。

大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大桥
社区党建服务中心自 2018 年起，就
合作创建大桥“进园区医小时”党建
服务品牌，以家庭医生工作站为宣传
点，利用每周四中午的一小时时间送
医上门，为周边的白领提供健康服
务。另外在站点设置“午间一小时”，
每周二中午门诊开放一小时，为不方
便请假的职工提供服务，包括全科咨
询诊疗、中医诊疗、火罐理疗、中医适
宜技术等服务。目前，
“ 大桥社区进
园区医小时”项目已累计开展 161 场
活动，服务 9687 人次。
今年 4 月，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在
杨浦区有序开展。
（下转第 4 版）

大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园区开展“健康知识科普活动”
。

提高党对人民城市建设的领导能力
——四论学习贯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评论员文章

2023－2024 年，通过前沿规划引领、
重大项目引入、系列活动开展、家校良好
互动，将儿童友好公共空间示范区打造
成 为 儿 童 向 往 之 地 、乐 活 之 地 、成 长 之
地，显著提升儿童友好公共空间示范区
的软实力。

本版图片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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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特色鲜明、高端要素集聚、配套功
能完善的高水平示范区。
新落成的尚浦汇位于民府路上，
与不久前封顶的字节跳动区域运营
中心仅一街之隔。作为尚浦领世的
核心组成部分，尚浦汇总建筑面积约
11.1 万平方米，包含 10 万平方米的办
公空间和 1.1 万平方米的商业空间，
致力于打造国际化商务生态新地标。
“目前尚浦汇的招商租赁工作
已同步启动。”铁狮门高级总监、写

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平台 推进全人群健康管理

■记者 毛信慧 文/摄

怎么建？

到 2025 年，通过形成一套可复制、能推
广的儿童友好公共空间建设规范，建成一批
儿童友好公共空间示范点，举办一次国际性
儿童友好公共空间建设论坛，全面凸显辐射
效应。

本报地址： 上海市安波路 565 号

本报讯 随着“大创智绿轴”项目
的全线贯通，近日，位于“大创智绿
轴”北段的生态办公新空间——尚浦
汇正式对外发布，将为大创智功能区
注入新活力。
未来五年，杨浦将进一步优化城
区功能布局。四大功能区之一的大
创智功能区将加快构建智慧医疗、文
创设计、知识产权等产业生态，打造
“大创智绿轴”等高品质智慧城市公
共空间，全力建设品牌效应明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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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
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
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区第十
一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壮大
人民城市的发展动力、激发人民城市
的治理活力、彰显人民城市的宜居魅
力。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全面落
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
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提升党的建设质
量和水平，确保将党的领导落实到人
民城市建设的全过程、各领域。
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必须强化思
想政治引领。要始终坚持思想建党、
理论强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广泛开展
“四史”宣传教育，传承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用好用活杨浦丰富的红色资
源，引导人们走进《共产党宣言》展示
馆、国歌展示馆、杨浦滨江人民城市
建设规划展示馆、沪东工人运动展示
馆等地标，追寻启航之路、感悟真理

之甜、激荡信仰之力，不断夯实全区
上下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必须建设高
素质干部队伍。要全面贯彻落实新
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注重
实际、实事求是，勇于担当、善于作
为，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严守规矩、
不逾底线，勤学苦练、增强本领”的要
求，把对党忠诚作为检验干部政治素
质的重要标尺，把干部干了什么事、
干了多少事、干的事组织和群众认不
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根本依据，激励
全区党员干部充满激情、富于创造、
勇于担当，提高全区各级领导班子和
干部适应新时代新要求抓改革、促发
展、
保稳定的水平和专业化能力。
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必须打造高
水平人才高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完善党委统一
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职能部门
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
参与的人才工作格局。要着力构建
更具国际竞争力、更加积极、更加开
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制度体系，

紧扣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用人主体
需求“量体裁衣”，完善“以赛引才”等
新型引才方式，广泛集聚海内外优秀
人才，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
其才的良好环境。
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必须不断创
新基层党建。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
导向，分领域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
设，推动基层党建向城市新空间、发
展新动向、治理新领域延伸覆盖。要
聚力滨江党建品牌，加强党群服务阵
地体系功能建设，以新时代上海互联
网企业党建创新实践基地为抓手，持
续扩大“双带”行动覆盖面，拓展互联
网企业党建“四个就地”工作内涵，在
有形覆盖的基础上推进党的组织和
党的工作有效覆盖，不断扩大党在新
兴领域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必须推进社
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
主”的重要论述，不断完善新江湾城
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人民实事人民
定、人民建议征集等制度，保障人民
群众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

全区经济文化社会事务。要坚持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
机统一，深入实施《法治杨浦建设规
划（2021—2025 年）》，推动公正高效
权威司法，让法治成为城区核心竞争
力的重要标志。
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必须坚定不
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理念正风肃
纪反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
善、
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的能力。要强
化政治监督，
深化
“四责协同”
，
严明纪
律规矩，严格监督执纪，突出抓早抓
小、防微杜渐。要从严落实“八项规
定”，锲而不舍纠四风，驰而不息树新
风，
持之以恒扬清风，
不断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
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山雄有脊，房固因梁。让我们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充分发挥党的领导
政治优势，为奋力开创人民城市建设
新局面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正言

世界技能博物馆年底
基本完成总体修缮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相关部门
了解到，世界技能博物馆总体修缮
工程预计年底基本完成。
目前，修缮工程已经完成了结
构改造、结构加固等工作，并顺利完
成了新钢结构施工、屋面防水、楼层
地面找平等土建工程。此外，消防
喷淋管道试压、配电箱和暖通设备
机房风管安装也已完成，基本具备
与布展工程同步施工的条件。
项目正在加快实施收尾工程，
完成国旗林施工，组织室内装饰、室
外总体施工，同时正在加快展陈方
案优化工作。
据悉，世界技能博物馆项目规
划总用地面积约 10920 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 10171.5 平方米。地面绿
地面积 1860 平方米，屋顶绿化面积
624 平方米，建筑密度约为 48.49%，
绿地率约为 18.18%。建筑层数为
地 上 4 层 ，屋 面 高 度 17.80 米 。 在
2022 年 10 月上海第 46 届世界技能
大赛举办期间，世界技能博物馆预
计将同步开馆。
博物馆的“前身”永安栈房，是
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分布着的工业历
史 建 筑 之 一 ，位 于 杨 浦 大 桥 下 。
2018 年 6 月，
永安栈房西侧建筑被世
界技能组织甄选为世界技能博物馆
所在地。保护修缮过程中，秉持着
保持建筑的原真性、整体性和材料
可逆性的原则，
永安栈房双子楼的西
侧仓库保留水泥拉毛外立面，
东侧仓
库采用玻璃丝网印刷工艺，
将西侧的
纹路“复印”在东侧的玻璃上。从远
处看，
两座仓库在阳光的照耀下如同
“孪生子”一般；走近细看，又能感受
到其充满现代感的工艺材质。
除了外立面，体现仓库特色的
长条格式高窗、具有较高保护价值
的八角形楞柱无梁楼盖结构、栈房
屋顶水箱、运货滑道等建筑构件也
被依照历史原样恢复或保留，只是
不再承担仓储物流的功能。
世界技能博物馆是世界技能组
织认可的全球首家冠以“世界技能”
的实体博物馆，将结合博物馆体验
创新的发展趋势，应用最新的科技
和方法，展示世界技能组织、世界技
能大赛和中国技能事业发展历史和
未来。同时，它将以展示陈列、教育
传播、国际交流、收藏保管、科学研
究等 5 个功能为核心，打造成为一
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青少年
的世界技能展示中心、世界技能合
作交流平台、国际青少年技能教育
基地以及官方文献中心。■王歆瑜

五角场地区入选国家级夜间
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
本报讯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
布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
费集聚区名单，首批 120 个项目名
单中，杨浦区五角场地区入选。
五角场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
聚区，东至国和路，南至国定东路，
西至国定路，北至政立路，包含“一
圈、一园、一街”，即五角场商圈、大
学路街区和大创智园区。
“ 一圈、一
园、一街”相互交织，形成一个巨大
的磁场，吸引着上海最新兴的商业
业态和最年轻的消费人群。■宗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