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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沈馨艺 本报记者 章磊

近期，位于周浦镇康达路的“海印又一

城”商业中心完成了建筑主体施工，进入开

业准备阶段，预计明年初将开门迎客。

“这几年周浦的人气越来越旺，吃喝玩

乐的地方比以前多多了。”在居民老邢看

来，居住在周浦，生活品质有保障，“什么都

能买到。”

的确，在周浦街头，车来人往，大商场

或街边林立的小商铺，大都生意兴隆。周

浦镇素有“小上海”之称，商贾云集。但与

“大上海”相比，一度呈现商业业态单一、商

品品质低端的特点。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该镇多种

经济成份的商业、饮食服务业迅速发展。

小上海步行街、万达广场、绿地缤纷广场等

商业体建成投用，“小上海”的居民享受着

高品质购物休闲的便利。吃好穿好，也不

一定赶往“大上海”了。

人气旺但市民选择少

周浦一度是原南汇西北部地区的商业

重镇。当初最著名的一条商业街是中大

街。棉布店、五金店……作为国营商业和

集体商业的聚集地，街上商品琳琅满目。

老邢曾在中大街开过豆腐店，后又转

型为礼品店、服装店等。他说：“因为街上

人流量大，几乎开一家旺一家，生意都不

错。”

“老周浦”们大都知道，除了中大街

外，还有一条俗称为“一条龙”的大街。土

生土长的居民顾建中介绍，“一条龙”是现

今的关岳西路，路东以自贸市场为主，供

农民自产自销各式蔬菜瓜果；路西大多为

个体户经营的小型服装店、餐饮店等，价

格便宜。

虽然“一条龙”只有 300米，购物环境

嘈杂“档次低”，但因为当初市民的选择很

少，常常凌晨时分还有商铺灯火通明。

向追求品质转型

2000年，小上海步行街动工，中大街

成了其中的一部分。3年后，全长约500米

的步行街规模初显。与此同时，参照城隍

庙建筑风格的小上海旅游文化城建成。

街、城合一，集购物、美食为一体，成了周浦

百姓消费的好去处。

这也意味着，周浦商业的发展，逐渐开

始向品质提升。

2009年，周浦万达广场开业，这个规划

总面积约32万平方米，位于沪南路东侧、年

家浜路北侧，集购物、休闲、娱乐、办公为一

体的大型商业综合体，从根本上提升了周

浦镇的商业品质。小商小贩少了，“一条

龙”等低端商业渐渐萧条直至消失，市民们

更乐意在这样的购物环境里泡上大半天。

可以媲美“大上海”

“无论是吃的、穿的，还是品牌、品类，

这里都能媲美‘大上海’了。”老邢说，“关键

是近，在家门口就能逛。”

几年过去，周浦万达广场骄人的业绩，

证明了当初落户郊区的眼光，也见证了郊

区人民日益提升的消费能力和生活水平。

目前，周浦万达广场共有各类商户 150余

户，工作日人流量日均约5万人次，节假日

约8万人次。

近年来，各类大型商业综合体纷纷落

地周浦。2016 年 12 月，绿地缤纷广场开

业，定位城市中高端消费群，打造周浦地区

现代生活的地标型一站式购物殿堂；去年

1月，集餐饮、娱乐为一体的宝燕商城全面

开放，内设有儿童乐园、培训机构、超市、饭

店及海货工场等。

“海印又一城”开门迎客后，将为居民

们提供又一个休闲购物、餐饮娱乐、生活社

交的大型商业中心，周浦商业又将向高品

质迈进一步。

周浦镇商业从低品质向高品质迈进

吃好穿好，不必赶往“大上海”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随着收割机

轰隆隆的作业声，浦东“国庆稻”开始收

割。昨日，浦东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

水稻开镰仪式在宣桥镇的生飞家庭农场举

行，为浦东 2019农民丰收节拉开了序幕，

也标志着新大米将陆续上市。

浦东目前拥有耕地 40万亩，基本农

田 30.1万亩，广袤的农田、肥沃的土壤和

较高的栽培管理水平，使浦东水稻产量和

质量在全市都属前列。今年，浦东水稻种

植面积 17.18万亩，较去年略有增长。其

中，种植“国庆稻”1398 亩，以“松早香 1
号”早熟优质水稻品种为主，采用了水稻

加绿肥养地用地和机插秧播栽模式，优化

了绿色生态种植技术，亩产量预计 450公

斤左右。

生飞家庭农场主黄生飞介绍，国庆新

大米口感软糯滑爽有嚼劲，深受客户欢

迎，去年销售 5 万公斤大米。今年种植

“国庆稻”400多亩，预计将收获15万公斤

大米，9月 20日起将陆续上市，售价每公

斤20元，目前已预售20%左右。

此次“国庆稻”的收割也是对今年浦

东“三秋”生产的一次热身、打前站，国庆

后还将陆续有“秀水134”“秋优金丰”等优

质品种进入收割期。宣桥镇镇长冯新表

示，近年来宣桥实行集中育秧，大力推动

水稻生产机械化发展。2019年，宣桥镇水

稻生产机械化种植率达90%以上，去年起

已启用粮食烘干体系，切实解决农户粮食

晾晒难问题。

在提升水稻品质方面，浦东各合作

社、家庭农场也在积极探索。比如生飞家

庭农场就探索循环生产模式，在水稻收割

后，利用稻秸秆种植大球盖菇，再利用菌

渣种植水稻，冬季还将种植绿肥作物，增

加土壤养分，为下一年水稻种植做准备。

区农业农村委农业处处长薛循革表

示，全区目前创建了水稻绿色高质高效示

范点 76个，面积 5万亩，旨在通过生产技

术的指导、优化，带动全区水稻品质的提

升。浦东还将加快培育适合种植的优质

稻米品种，加快水稻产业技术体系建设，

让市民吃得好、吃得放心，也让农户丰收

致富。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昨日下午，区

政协党组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第一次专题学习会，瞻仰了中共一大

会址纪念馆，参观浦东开发陈列馆，并围

绕“理想信念”进行座谈交流。区政协党

组书记姬兆亮，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

席王正泉，区政协党组成员王小君、奚德

强等参加活动。

根据中央和市委要求及区委部署，区

政协党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专题学习研讨将围绕党的政治建设、全面

从严治党、理想信念等 8个方面进行专题

研讨交流。昨日，区政协党组重走初心之

路，重温党的历程，重受精神洗礼，探寻初

心、锤炼党性、坚定决心。在交流座谈中，

区政协党组成员围绕如何坚定理想信念，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更好凝聚共识、建言

献策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发言。

大家认为，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统揽“四个伟大”作出的重大

部署。要通过这次主题教育，进一步把不

忘初心的标尺立起来，把牢记使命的责任

扛起来，缅怀和续写浦东开发开放的伟大

历史，继承和发扬“老开发”们脚踏实地、

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继承和发扬“老开

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革命情怀，始

终保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以敢闯敢

试、勇立潮头的创新实力答好新时代的答

卷。

姬兆亮在座谈中表示，要明确“守初

心、担使命”的重大意义，接受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洗礼。对人

民政协来说，“守初心、担使命”就是牢牢

守住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

人民政协为人民这一贯穿始终的初心；要

发扬“守初心、担使命”的优良作风，把政

协的智慧力量凝聚到浦东改革开放再出

发的新征程上来。要以这次主题教育为

契机，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筑牢

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引导激励政协系统党员干部永葆共产党

人的初心和本色，进一步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继续发挥好人民政协的独特优势和

作用，切实体现区委工作推进到哪里，政

协工作就跟进到哪里，协商民主的功能就

发挥到哪里，全力推动政协工作守正创

新，为浦东改革开放再出发再立新功。

本报讯（记者 王延）9月16日，由海

关总署税收征管局（上海）开发的海关税

收征管大数据应用项目——“汽车零部

件自动辅助申报系统”上线试运行。目

前该系统已覆盖通用、大众、丰田三大品

牌 11万余条汽车零部件数据，并将持续

扩容，年内实现基本覆盖主要汽车零部

件进口品牌。

由于进口体量大、商品种类繁杂、申

报要素项目众多，采取传统手工逐条逐

项申报方式，汽车零部件存在申报耗时

长、差错多等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企业

申报过程中的难点。

据介绍，海运集装箱进口汽车零部

件是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标的商品，其口

岸平均放行时间直接影响口岸营商环境

评估指标。

汽车零部件自动辅助申报系统的上

线，将缓解这一矛盾。

在海关总署关税司指导下，海关总

署税收征管局（上海）与行业龙头企业开

展合作，以零件号为索引，建立合规品牌

汽车零部件标准数据库，并将数据上传

至企业申报端。相关企业在申报时，只

需录入零部件编号，即可自动返填所有

申报要素，实现菜单式申报，大大简化申

报操作，提高效率，减少差错。

据统计，目前通过单一窗口申报一

份包含 20项商品的报关单，平均用时约

为 10分钟。通过使用该系统，大约只需

要3分钟，申报效率提升近7成。

推动企业实现智能申报的同时，税收

征管效能也将有效提升。据介绍，零部件

编号作为汽车零部件类商品的唯一识别

代码，可以通过编号精确匹配同类商品，

从而实现海关管理单元从税号级向商品

级跨越，并进一步推动商品申报数据的标

准化和格式化，大幅提升企业合规申报水

平和报关单源头数据质量。

上海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系统

的应用，将会切实提升海关税收风险防

控效能，也为税收征管改革再发力、适应

“两步申报”改革、海关大数据管理应用

做出有益尝试。

目前，该系统在北京、天津、沈阳、长

春、上海、南京、青岛、广州、黄埔、成都10
个主要汽车零部件进口关区开展试点，

将适时推广至全国。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将在 10月 18
日开幕的第 21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不仅是中外文化荟萃的盛典，也将打造

成为大、中、小学学生及学龄前孩子的艺

术课堂。昨日下午，记者从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本届艺术节将推出“观剧团”“艺

趣社”“亲子营”三大艺术教育板块，活动

将走进全市 60所学校与文化场馆，为学

生及家长呈现约 40 项、100 场的精彩艺

术大餐。

本届艺术节共有 51台参演剧目，如

何评价它们的演出质量？除了艺术专业

人士，学生也能说了算。针对高中、大学

生的“观剧团”，将鼓励在校学生观戏之余

勤于思考、善于评论。从约650名报名者

中遴选出约 300名团员，将按照音乐、舞

蹈、戏剧戏曲三大艺术门类分组，在王勇、

朱洁静、喻荣军等艺术家、专家的指导下，

观摩全部 51台演出，并开展沙龙、导赏、

工作坊等活动。活动将鼓励学生以青年

视角和语言，对剧目进行评分评论，并票

选出本届艺术节“最受青少年期待”的剧

目，评选出“青评果”推荐剧目，让青年学

子的声音成为艺术节的一部分，为艺术传

递年轻力量。

针对中小学生的“艺趣社”，旨在搭建

一个跨界延展青少年艺术综合实践的平

台。今年举办的第二季“慧画无限”公共

美术活动中，浦东、黄浦、静安、徐汇等 13
个区的中小学生，将与特邀艺术家组成四

大战队，共同酝酿创意，为宝山智慧湾科

创园、徐汇港汇恒隆广场、杨浦东方渔人

码头、普陀M50文创园区四处城市地标，

度身定制公共艺术作品。

面向幼儿及亲子家庭的“亲子营”，以

“在‘艺’起”为主题，在长江剧场、世博会

博物馆WE剧场推出三部适合亲子家庭

观摩的优秀剧目，以此推动艺术教育深入

家庭。

通过艺术训练开拓视野，本届艺术节

还将致力于培养未来的文化使者。今年

是中国波兰两国建交 70周年，艺术节与

波兰格但斯克莎士比亚剧院合作，于8月

初组织第2期“丝路·表达”中波青少年舞

蹈训练营。来自普陀青少年中心、上海海

洋大学的近 40名学生，赴波兰接受了格

但斯克芭蕾舞学校老师的指导，并与当地

学生共同完成了一台别开生面的汇报演

出。而在本届艺术节开幕后，格但斯克芭

蕾舞学校将回访这两个地方开展交流活

动，巩固中波两国下一代的友谊。此外，

艺术节还将推荐来自同济大学和上海纽

约大学的大学生，赴罗马尼亚锡比乌国际

戏剧节担任国际志愿者。

除了打造品牌活动，在“文教结合”机

制引领下，今年的艺术教育也比以往更关

注与学校艺术教育之间的联结。据悉，目

前全市共有 116所艺术节艺术教育合作

学校，其中浦东共有 13所。艺术节将对

这些学校予以一定的活动配送倾斜，并匹

配学生年龄特色、各所学校的艺术教育特

色，精心策划组织多种类型的演出和艺术

教育活动，让艺术节的学校“朋友圈”连接

得更为紧密。

区政协党组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一次专题学习会

始终保持进取精神 答好新时代答卷

浦东“国庆稻”开镰 新大米将上市

第21届上海国际艺术节
公布艺术教育“菜单”
将推百场艺术活动

海关汽车零部件自动辅助
申报系统上线
年内基本覆盖主要汽车零部件进口品牌

昨日，浦东“国庆稻”开始收割，新大米将陆续上市。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