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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继成 通讯

员 章华平）记者获悉，由上海建工

总承包、目前世界单体最大的卫星

厅——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三期扩

建工程卫星厅及捷运车站钢结构

工程，最近荣膺第十三届中国钢结

构工程“金奖”。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卫星厅总

建筑面积 62.1 万平方米，位于 T1、
T2航站楼南侧，在投入运营后，浦

东机场旅客年吞吐量将达到 8000
万人次。

据上海建工集团总承包部介

绍，卫星厅与T1、T2航站楼的连接

方式突破传统，通过地下捷运系统

相连，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形

成“东西分开、南北一体”的总体规

划格局。卫星厅建筑外形呈“工”

字型，将登机长廊的长度应用到最

大化，增加了近机位数量，优化了

近机位布置，给浦东机场增加了 83
座登机桥、125个近机位。

在钢结构工程建造过程中，上海

建工总承包部协同上海建工机施集

团，通过攻坚克难，在机场不停航施

工协同管理技术、“钢结构—幕墙”一

体化建造技术、大跨度空间双曲桁架

建造技术、“钢结构——金属屋面”一

体化建造技术、数字化建造技术等方

面取得了独特的创新成果。卫星厅

主楼四周一圈从4米层至屋面挑檐

下口立面采用幕墙钢框架维护体系，

展开长度达6公里。幕墙体系在满

足防风抗台要求的同时承担起装饰

效果，较好地诠释了卫星厅作为公共

交通建筑简约精细的设计理念。

本报讯（记者 王延）第十五届中国国

际动漫游戏博览会（CCG EXPO 2019）昨

日在浦东闭幕。本届展会公众板块有近

600场精彩活动轮番上演，共迎来观众24.1
万人次。统计结果显示，本届展会的现场

交易额逾 2.57亿元，意向交易额达 21.3亿

元，CCG EXPO囊括的海内外动漫游戏高

品质内容再度擦亮了“上海文化”品牌。

动漫衍生品展现行业活力

CCG EXPO 展会期间，世博展览馆

周围的轨交 8号线耀华路站、中华艺术宫

站，还有世博源购物中心，到处可以看见

逛完CCG EXPO的观众。他们最大的共

同点，就是手中拎着大大小小的袋子。这

些袋子里，是他们的“战利品”——动漫游

戏 IP的各类周边，手办、抱枕、海报、笔记

本等。

与之对应的，是国内巨大的动漫及衍

生品消费市场，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

CCG EXPO上，各大展商都使出“杀

招”。作为本届展会展台规模最大的展商

之一，万代在展会期间推出了“高达40周年

纪念MEGASIZE 独角兽高达”展览，是该

展首次在国内展出，吸引了大批粉丝驻足

关注，模型销售区也是每天人气爆满。而

为了吸引新的中国粉丝，万代还专门为中

国观众定制了高达新作《三国创杰传》，即

把三国人物、故事与高达机体相结合，推出

刘备独角兽高达、张飞神高达、关羽云长V
高达、曹操飞翼高达等，颇受好评。

《复仇者联盟 4》的热度还未散去，《蜘

蛛侠》新番正在热映，漫威元素的各个展台

也成为漫迷、影迷最佳的合影背景。无论

是在中厅的钢铁侠起源巨像前，还是在展

馆5米高的钢铁侠经典造型巨像前，合影的

人群都攘来熙往。知名珍藏人偶品牌Hot
Toys在现场发售的《钢铁侠2》钢铁侠（创战

光速黄）1：6比例合金珍藏人偶、《蜘蛛侠：

英雄远征》蜘蛛侠（电影期间限定）1：6比例

珍藏人偶更是一“人”难求。

受益于组委会精心的布展设计和展

商的活动策划，CCG EXPO 观众逗留时

间明显延长，由往年的平均 2至 3小时，增

至今年的4至5小时。

国漫新作凸显“中国风”

与往年只见日漫、美漫 Coser 满场跑

不同的是，在今年的CCG EXPO现场，每

走两三步便能看见浓浓中国风的Coser，他
们Cos的对象大多来自国漫新作。国漫的

火热不仅仅让潜心创作的“国漫人”信心

满满地继续前行，也成为当下年轻人接受

优秀传统文化的途径。

“随着制作水平的进步以及 IP概念的

兴起，近几年的国漫市场突飞猛进，原创

国漫 IP的培育开发及全产业链开发，一时

成为行业关注的热点。”CCG EXPO组委

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届展会上，众多超人气国漫 IP依旧

是最大看点，不少国漫新番新作也在展会

现场首次亮相，如《全职高手》大电影、《斗

破苍穹》第三季等。7月 6日腾讯视频“燃

动国漫”主题日，馆内挂上了数十张海报，

让腾讯旗下《魔道祖师》《快把我哥带走》

《狐妖小红娘》《一人之下》等现象级热门

IP 的“男神”“女神”悉数亮相。国漫主题

日当日，互动娱乐馆还展开一场“衣冠盛

仪”汉服大秀，让中国风弥漫在整个展会，

唤起年轻漫迷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CCG EXPO面向整个动漫游戏产业

的触角也在不断延伸，CCG EXPO新生力

量动漫游戏原创大赛、CCG群音会之声配

大赛、“花YOUNG年华”CCG宅舞大赛、生

如夏花Cosplay全国精英赛等填满日程表的

各大赛事，深度切入垂直领域，积极推动中

国动漫游戏原创力，将动漫人才的挖掘与孵

化范围延展至表演、声配、游戏等产业链全

领域，成为国产动漫砥砺前行的助推器。

正因为上海日渐浓厚的文化氛围、庞

大的动漫和游戏用户群体、强劲的市场消

费潜力等，CCG EXPO正在成为“上海文

化”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报讯 （记者 严静雯 通讯

员 潘小英）近日，交通运输部东海

航海保障中心上海通信中心（以下

简称上海通信中心）完成为期3个月

的海上无线电气象传真试播发任

务，不久将正式播发。经历了文字、

语音两个阶段后，海上气象服务即

将迈入图像时代。

此次海上无线电气象传真试播发

覆盖范围达到沿海海域1000海里，可

有效覆盖到黄岩岛等海域，现进入播

发前的最后评估阶段。该服务满足涉

海用户更为精准化、实时化、区域化、

个性化、直观化的需求，为海上船舶选

择最佳航线、海上搜救抢险制定最佳

方案、海上重大工程建设选择最佳时

段等涉海用户提供更安全的服务。

近年来，上海通信中心充分发

挥技术和专业两大优势，加快发展

我国海上无线电气象传真服务。海

上无线电气象传真系统由上海通信

中心自主研究并建设完成，采用高

频波段进行无线传输。近海方面可

覆盖我国东海，远海方面可有效覆

盖至黄岩岛等重点关注水域，覆盖

距离不小于1000海里。播发的气象

传真图种类丰富，包含东亚 24/48/
72小时海区天气、海流、海浪、500百

帕和地面预报图，北太平洋24/48小

时地面预报图，北太平洋地面分析

图，以及西北太平洋台风路径图等。

据了解，上海通信中心从2013年
就开始海上无线电气象传真系统建设

的前期工作。2019年3月，海上无线

电气象传真系统开始进入为期3个月

的试播发阶段。

■本报记者 赵天予

“练武时，简单的动作重复千万次，就是你的绝招。”赵

春阳回忆着年轻时作为运动员的经历，他认为，就是这样

的持之以恒的工匠精神，让他的玛戈隆特走上了国宴、走

向了世界。

赵春阳与玛戈隆特启航的原点，是 2001 年的上海

APEC峰会，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玛戈隆特与许多大企业一

同参加了一次瓷器展会，并从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竞标

APEC会议瓷器供应商的机会。赵春阳抓住了这一良机，

镶铂金边、内扣一圈绿色细线，极简设计的“泰富铂金”亮

相APEC会场，收获了“有品质、有设计、有创意”的美誉。

自此开始，玛戈隆特快马加鞭，2006年上合组织峰会、

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一系列重要国

际会议都有了玛戈隆特的身影。尤其是在2014年，玛戈隆

特承接了上海亚信峰会、南京青奥会、北京APEC三大国宴

餐瓷设计制作的任务。

不过，玛戈隆特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2008年时，赵春

阳也曾面临十分艰难的局面。“当时我们投入全部现金，建

造自己的工厂，却遇上了金融危机，资金链全断了，公司生

存迫在眉睫。”他下定决心抵押了自己的房产，再加上通过

各种渠道筹到的救命钱，最终盘活了资金链，渡过了难关。

“风雨之后见彩虹，在上海世博会期间，玛戈隆特迎来

了里程碑式的成长。”赵春阳说，工厂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

金融危机结束后，市场形势良好，100多名员工在世博园区

内服务，而园区外，还有许多负责后勤支援的同事。为了上

海世博会，玛戈隆特设计了一系列体现世博主题、上海元素

的产品，将瓷器艺术与中国文化融合在一起，讲述中国故事。

这些年来，玛戈隆特的规模越来越大，员工也越来越

多，但赵春阳始终秉持工匠精神，抓好创意关。“虽然心中

已经有千万种创意，但是每一次都会用第一次的心态去面

对，将自己的创意千锤百炼，即使对方已经满意了，我们也

要精益求精，不断突破。”

如今，提起玛戈隆特，公众的第一印象往往与国宴有

关，而这一“高大上”的定位，却引起了赵春阳新一轮的思

考。“我们现在的工作重点，是打造公众对于玛戈隆特‘家

宴’的印象，让玛戈隆特走上寻常百姓的餐桌，走进大家日

常生活。”

“为了杭州G20峰会与上海进博会，我们分别推出了

‘西湖盛宴’与‘玉兰花开·石库门’两大系列产品，深受广

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这也正反映了大家对于美好生活的向

往。”赵春阳说，目前玛戈隆特正在根据各地风俗习惯，研

发相符合的瓷器表达形式，满足大家的日常需求。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按照市乡村振

兴示范村建设方案，2018年全市9个涉农区

各有 1个村列入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创

建名单，大团镇赵桥村成为全市首批、浦东

首个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村。近日，区农

业农村委、区财政局、区规划资源局、区生态

环境局、区建交委等部门组成区级联合验收

组，对赵桥村开展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区级

验收并获通过，为市级现场复核作准备。

赵桥村乡村振兴示范村核心区域规划

共2.1平方公里，建设项目总计26个，主要包

括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现代农业产

业建设、新产业新业态建设、农村治理有效等

方面，截至目前已基本完成项目建设。

记者了解到，在推进工作中，相关部门将

各类支农惠农政策重点向乡村振兴示范村聚

焦，在设施建设、项目安排、创新试点等方面优

先考虑，加快推进乡村振兴示范村及周边的

产业发展，重点农业项目引入、现代农业专项

项目安排等优先在示范村范围或周边展开。

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

赵桥村在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中形成的

一些经验做法，能推动浦东 2019年市级乡

村振兴示范村建设。

记者了解到，浦东正全力推进乡村振兴

示范村建设，研究制定了《浦东新区市级乡

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实施意见》和《浦东新区

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操作细则》，初步

建立起乡村振兴示范村储备库。市级乡村

振兴示范村大团赵桥村迎接市级验收的同

时，2019年获批建设的5个市级乡村振兴示

范村（川沙连民村、周浦界浜村、老港大河

村、泥城公平村、航头长达村）在经过两轮创

建方案研究会审后，已初步梳理出128个建

设项目，下一步将陆续启动建设。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围绕乡村振兴示范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方面工
作目标，结合桃产业提升和美丽庭院建设，大团镇赵桥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取得一定成效。

大团镇将赵桥村作为东大公路沿线十里桃花景观长廊的核心区域加以建设和提升，完成了包括赵桥村在内
的东大公路沿线5个村桃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建设；赵桥村依托桃产业积极发展乡村休闲旅游观
光，通过对存量农宅的流转经营，打造各具特色的民宿，建成了农耕文化体验园、“雨溪庭院”“民国小镇”特色民
宿项目；通过对村主干道路和主河道建设、核心示范区域架空线整理合杆、村域范围内路灯及安保监控探头安
装、村民文化广场、村文化墙、农村广播等一批市政基础设施和文化设施建设及村宅环境综合整治，完善“四站一
室”建设（党建服务站、市民事项受理服务站、文化服务站、联勤联动站、村卫生室）及“家门口”服务点建设等，充
分展现浦东农村“江南水乡、田园风光”的风貌。

图为生态宜居的赵桥村村宅环境。 □本报记者 蔡丽萍 文 朱泉春 摄

浦东首个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获区级验收通过

5个市级示范村128个项目将启动建设

浦东机场卫星厅工程获殊荣
摘取中国钢结构工程“金奖”

海上无线电气象传真试播发成功

中国海上气象服务迈入图像时代

把国宴瓷器
送进寻常百姓家
——记玛戈隆特骨瓷（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春阳

人物简介：
赵春阳，玛戈隆特骨

瓷（上海）有限公司董事
长，上海市第十五届人大
代表，上海市工商联执
委。创业18年来，玛戈隆
特先后研发了进博会、
G20峰会、APEC峰会、亚
信峰会、世博会、上合组织
首脑峰会等大型国宴专用
餐瓷，其产品多次作为国
礼赠送给外国领导人。

赵桥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取得成效

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昨在浦东闭幕

高品质内容擦亮“上海文化”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