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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浦东精神”再创新辉煌
□向林

24 年前，浦东赢得了历史的机遇，以

“争创一流的意识、建功立业的抱负、忘我

工作的境界、廉洁自律的情操、海纳百川

的胸襟”，谱写了一曲“浦东精神”的赞

歌。这个“浦东精神”，是思想坐标，是无

价之宝。

实践出真知，在开发开放的伟大实践

中，浦东精神又衍生出新的内涵，那就是

“只争朝夕、勇立潮头、崇尚科学、开放包

容”的二次创业精神。不管是敢闯敢试敢

担当的改革精神，还是勇立潮头深化改革

的创业精神，都是浦东“二次创业”的强大

精神动力，对此，我们只有继承和发扬的义

务，而无懈怠甚至遗忘的权利。

近日，市委常委、新区区委书记沈晓明

指出，在二次创业路上，浦东有三个“丢不

得”：浦东开发开放的艰苦创业精神丢不

得，必须始终坚持；浦东开发开放积累的先

进理念丢不得，必须继续传承；浦东致力于

改革创新的激情勇气丢不得，必须始终保

持。可见，浦东的领导干部是清醒的。也

许有人会说，浦东当初白手起家的一次创

业已然取得丰硕成果，有了非常厚实的发

展基础，二次创业获得成功是水到渠成的

事情，还有必要再谈艰苦创业、改革创新

么？这种简单思维千万要不得！

要知道，二次创业并非一次创业的简

单升级，而是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型。

新区区长孙继伟也指出，一次创业追求的

是速度和规模，二次创业则更加关注品质

和效益，浦东要站在全球的角度来思考浦

东下一步的发展。所以说，如果没有全局

性的战略眼光和思维，没有打攻坚战、持久

战的准备，没有深化改革、不断创新的勇

气，二次创业的目标就绝不会自动实现。

现实情况也是如此，浦东的“二次创业”比

开发开放初期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现

实情况是，今天浦东的二次创业再无当初

一次创业时的独特优势，区位优势也相对

恒定，政策优势正逐步弱化，资源、土地、劳

动力成本约束更日趋明显。原有的优势没

了，更宏大的目标靠什么去实现？只能靠

更进一步的深挖潜能、更大胆的改革创新、

更坚定的艰苦创业。可以想见，如果没有

勇于“啃硬骨头”的胆识，没有敢于突破自

己的魄力，要实现二次创业，无疑是一厢情

愿。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浦东要持

续保持青春活力，就必须保持改革创新的

锐气，用“浦东精神”去引领新一轮发展，再

创新的辉煌和功绩。

东方时评 DongfangShiping

沈晓明会见
新加坡李奕贤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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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曹之光 浦东报道

苹果 APP Store 长期排名 30-50
位，4500 个国内媒体和优质主播入

驻，上传超过 100 万条优质声音，拥

有 5000 万名忠实用户……自去年 2
月上线以来，上海证大喜马拉雅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喜马拉雅网

络电台软件，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

绩单。

探索网络音频平台运营模式，积

极对接传统媒体，作为浦东文创产业

亮点的喜马拉雅网络电台，亦成为新

媒体行业关注的焦点。

填充“碎片时间”

随着手机等“便携式终端”的普

及，移动互联网已深度融入日常生

活。“在地铁上、驾驶中、做家务时，如

何打消期间的无聊时光？用手机上

网、看视频，就算腾得出手也太伤眼

睛。而使用喜马拉雅网络电台，‘听’

段子来打发时间，就是不错选择。”在

喜马拉雅公司 BD总监杨申眼里，喜

马拉雅网络电台的价值所在便是：“解

放双眼，用听来填充‘碎片时间’。”

与传统电台不同，喜马拉雅网络

电台分门别类提供大量音频内容，涉

及电视电台节目、音乐、有声小说、外

语教学、相声评书、财经股票、教育培

训、健康养生、社科人文、儿童故事

等。通过搜索功能，用户可以自行播

放或订阅喜欢的节目，既可以选择在

线收听，也可以下载后在无网络的条

件下随时收听，体现了充分利用“碎片

时间”的特点。

一个好的理念，成就了喜马拉雅

网络电台的运作方式。而用户的拓

展，离不开平台上的“好声音”。“在喜

马拉雅网络电台上线前，网络电台已

不在少数。但是它们只关注声音的数

量，往往忽略了质量。”杨申介绍，用户

可以将录制的声音上传网络电台，零

门槛当主播，但是其中只有“专业用户

创造的优质内容”，即网络行业所称的

“PGC”模式，才是软件保持吸引力，增

加用户粘性的的关键。

“PGC”模式发掘出众多草根优秀

主播。去年，一位未能进入当地电台，

网名为“采采”的陕西女孩，通过“喜马

拉雅”推出节目“段子来了”，播报各类

娱乐段子，获得了众多粉丝追捧。在

综艺娱乐版块中，“段子来了”的单期

播放量，竟与王自健为主播的“今晚80
后脱口秀”持平。杨申认为：“在这个

零门槛的平台上，节目成功与否，只取

决于听众是否喜欢。”

助传统媒体转型

数据统计，依照目前每日新增 20
到30万的用户数量，预计到2014年底

前，喜马拉雅网络电台的用户数量将

达 1亿，已确实成为行业佼佼者。在

撼动传统媒体一统天下局面的同时，

喜马拉雅网络电台作为开放平台，也

向传统媒体伸出了橄榄枝。

目前，在喜马拉雅网络电台上，不

仅有各类段子和有声读物，还能看到

不少平面媒体如《文汇报》、《东方瞭望

周刊》，电视媒体如“第一财经”、“财经

郎眼”，广播媒体如东广新闻台、河北

广播等。“从社会效益看，传统媒体的

优质内容登陆互联网，一方面方便了

广大听众收听主流媒体声音，另一方

面也扩大了主流媒体的传播力。”杨申

透露，《文汇报》的“文汇讲堂”在“喜马

拉雅”上的粉丝近 8万，去年 10月 7日

上传的“韩书记关于上海自贸区答记

者问”播放量超 10 万次。今年登陆

“喜马拉雅”的“东广新闻台”粉丝已超

过 10 万，《两会零距离》和《马航

MH370航班事件追踪报道》两个专题

成为热点话题。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的“小青蛙电台”，登陆 4个月内粉丝

破万。在这个平台上，听众与传统媒

体可留言进行交流，新型互动模式已

经全面展开。

据悉，新区有关部门已与“喜马拉

雅”达成合作意向，将在年内上线一系

列儿童教育公益节目。

上线一年 5000万粉丝听众上传逾百万条优质声音

喜马拉雅电台领跑移动音频平台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城市道路正成为浦东二次创业的“开

路先锋”。日前，浦东区域内的21条新建

道路项目正进行环评公示，涉及浦东农

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康桥工业区等

项目以及新场、祝桥、周浦等地区。

据了解，21条新建道路的等级主要

是城市支路，其中浦东农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建设项目共有 9条，分别为康

南路（哥白尼路-申江路）、康南路（昌飞

路-哥白尼路）、博农路繁奕路（哥白尼

路-军民路）、博农路（昌飞路-哥白尼

路）、荣和路（康南路-沔北路）、荣和路

（军民路-康南路）、殷军路（昌飞路-哥

白尼路）、殷军路（哥白尼路-申江路）和

哥白尼路（军民路-沔北路）。

康桥工业区内将新建康科路（罗桥

路-浦桥路），区域内还将新建文广规划

二路（桂家港桥-跃进路）、跃进路（秀沿

路-文广规划二路）。

银行卡产业园二期内则将新建德安

路（乐昌路-顾唐路）。随着产业园向北

拓展开发二期，其地块内的来安路、繁昌

路、都昌路、乐昌路等道路已基本建设完

成。计划新建的蒲公英路（紫萍路-戴

家漕河）位于上海国际医学园区，目前该

园区已基本形成“田”字形的交通干网。

除了开发园区外，浦东的新场、祝

桥、周浦等镇也计划新建数条道路。其

中，新场镇区域内的杨辉路（沪南公路-
规划一路）、新环北路（众安路-规划二

路）分别为南北向、东西向的城市支路，

两条道路的建设将加速新场镇旅游综合

服务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完善新场镇东

部旅游综合服务区路网结构。此外，新

环南路（新环东路-杨辉路）的新建也将

改善沿线居民的出行条件。

祝桥镇的航城四路（施湾二路-施

湾路）、航城三路（施湾二路-施湾路）、

施湾三路（施新路-规划航城三路）和周

浦镇小沥港路（年家浜路-祝家港路）新

建后，也将完善区域路网功能，提高城市

道路通行能力。

浦东区域内计划
新建21条道路

继莫奈艺术展登陆上海K11购物艺术中心后，上海又将迎来一次商场与艺术展览的结合——本月19日起至下月
3日，红星美凯龙打造的“波普艺术节”在其金桥商场举办。

期间，波普艺术创始人安迪·沃霍尔的60幅限量授权丝网版画将在现场进行展览。其中包括国内罕见且首次同
时亮相的两套完整“毛泽东系列”版画作品。 □本报记者 王延/文 徐网林/摄

波普艺术亮相浦东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240套房源可供 83 个申请人或家庭

挑选，浦东首个区筹公共租赁住房——艾

东苑集中受理供应的选房比例接近 3：1。
在昨天的艾东苑集中受理选房序号摇号

现场，家庭代表都显得很笃定。

公租房“艾东苑”集中受理工作开展以

来，有193人（户）符合准入标准的申请人提

出了申请，经过征询、申请、初审、复核，最终

有83人（户）申请对象经复审公示后无异议

准予登记。昨天，有16户家庭代表见证了

摇号的整个过程，尹女士是其中之一。

尹女士和爱人目前租住在昌里路上

南路附近，35平方米的老式住宅，每月租

金为2600元。这次，他们申请了艾东苑二

居室，是看中了公租房的精装修、地段好、

管理到位。“我们现在住的房子下水道已

经堵塞了 2次，楼道也很少有人清洁。”她

告诉记者，更为重要的是，只要符合公租

房申请条件，最长租期可达6年，这让夫妻

俩省去了房东涨价或卖房而带来的频繁

搬家的后顾之忧。

记者了解到，艾东苑集中受理选房的

83人（户）申请对象中，53人（户）和 30人

（户）分别申请了一居室和二居室，新区公

租房公司分别为其提供 120套房源选择，

楼层均为2层及以上，不仅选择余地大，而

且房型较好。摇号结束后，结果将由公租

房公司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请人（家庭），同

时在浦东政府网（www.pudong.gov.cn）和

公租房网站（www.pdgzf.com）上予以公

告。新区公租房公司将于 5月初安排看

房，当月中下旬进行选房签约，申请人（家

庭）6月即可入住。

据悉，艾东苑集中受理供应后，该公

租房的受理已进入常态化运作，凡符合申

请条件的单身人士、家庭仍可前往新区公

租房受理中心办理申请手续，目前已有近

30人（户）提交了申请。

浦东首个区筹公租房“艾东苑”昨摇号
83个申请人（户）可选240套房源

■本报记者 李音 浦东报道

4月21日下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沈晓明会见了新

加坡贸工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李奕贤一行，双

方就进一步加深新加坡和浦东新区的合作进行了商讨。

沈晓明说，近年来，浦东与新加坡交流不断，新加

坡已成为浦东新区外商投资的重要来源地。新区政

府将一如既往地为新加坡企业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

也期待在浦东的新加坡企业蓬勃发展，共享浦东发展

机遇，实现互利共赢。

李奕贤表示，浦东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

兵，随着自贸试验区揭牌运行，新加坡的银行业更加

看好浦东的发展前景，希望能与浦东加强交流与合

作，实现共同发展。李奕贤还邀请浦东的朋友前往新

加坡考察。

■本报记者 蔡丽萍 北京报道

2014北京车展正火热进行，今年8月，浦东国际车

展又将“强势来袭”。昨天，2014浦东国际汽车展览会

新闻发布会在北京车展会场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

获悉，2014浦东国际车展将于8月14日至18日亮相上

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展出面积、汽车品牌、展车数量将

比上一届显著增加。

浦东国际车展是继北京车展、上海车展之后国内

第三个两年举办一次，以带动汽车相关产业发展和延

伸为办展宗旨的大型汽车展会。2012年，首届浦东国

际汽车展览会在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吸引了全球63
个知名汽车品牌，共计412辆展车参展，展览面积超过

6万平方米，吸引了近20万观众。

2014年浦东车展将继续扩大展会面积、丰富展会

内容、提升展会服务。据悉，今年的展出面积预计将达

10万平方米，主办方表示将力争做到汽车品牌全覆盖，

展车数量预计超过500辆，5天展会期间或将吸引超过

30万观众参观，成为华东区最大的专业汽车双年展会。

除了更多的品牌、展车，今年的车展还将增加论

坛、体验互动等内容。比如，今年浦东车展将发起“自

贸试验区与汽车产业发展”的讨论，从汽车金融、融资

租赁、汽车贸易等方面探讨自贸区对中国汽车经济未

来走向的影响。本届车展还将增加汽车用品、汽车改

装、汽车安全等展示内容，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观

摩、咨询、采购服务的平台。

2014浦东国际汽车展览会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

浦东分会共同主办，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浦东新区

人民政府特别支持。

浦东国际车展
今夏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