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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长泰广

场举办“国潮回溯艺术节”主题活动，让

游客体验了一把复古新力量。

精彩绝伦的国潮音乐会中，传统民

族乐器X现代街舞秀、复古音乐X新潮

编曲将音乐、国潮、舞台、灯光等“嗨元

素”相结合，一并献给观众。

当国宝熊猫与国潮时尚结合会碰撞

出什么样的火花？憨萌有趣的国宝大熊

猫巡游中，4 只圆滚滚的熊猫人偶与观

众进行零距离互动，萌翻全场。

国潮市集不仅有强大创造力的本

土潮品，也有释放创意的手作 DIY 体

验，让游客制作独一无二的国潮美物。

T 恤涂鸦设计中，缤纷的色彩随心选

择。DIY 口红能按照自己喜欢的颜色

来调配，打造专属于自己的口红色彩。

热爱国粹文化，却没有机会体验京

剧妆容的游客有了“圆梦”舞台。现场，

不少游客体验了一次国粹京剧妆容之

美。

一场超燃的街舞快闪活动也向祖国

深情表白。GAN Dance Studio舞蹈工

作室献上了精彩的街舞串烧，燃爆全场。

此外，长泰广场还打造了一场新潮

国风时装大秀，展现不同品牌对于东方

传统文化与都市潮流元素的全新解读。

（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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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明 浦东新区养老机构服务管理中心
王 凯 女 上海龙阳精密复合铜管有限公司
毛水生 丰厨（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冯 伟 上海新天舜华有限公司上海凯宾斯基大酒店
朱 杰 浦东新区南汇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刘娜娜 女 上海华龙测试仪器有限公司
安 康 上海优爱宝智能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许式伟 上海七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许利琴 女 浦东新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芮祖存 库柏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杨永峰 上海养和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李 进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肖 凡 上海东振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肖礼峰 安靠封装测试（上海）有限公司
何宇峰 上海永达、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张 勇 上海航空机械有限公司
张乃霞 女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张代琼 女 泰科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张志勇 上海市乾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陈 琦 上海浦发综合养护（集团）有限公司

尚 洪 上海西门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周 浩 上海浦东海关
孟国鑫 赛默飞世尔（上海）仪器有限公司
侯翔宇 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
施曙东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聂红林 上海逸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徐 俊 上海高桥捷派克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徐建民 上海船厂船舶有限公司
高 雷 伟创力（上海）金属件有限公司
谭维耿 上海英恒电子有限公司

2019年“浦东工匠”候选对象公示
为贯彻落实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精神，激

励浦东广大职工传承工匠技艺、弘扬工匠精神，努力造

就一支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者大军，推动浦东更高质量

发展，助力浦东改革开放再出发，根据《2019年“浦东工

匠”选树培育实施计划》，浦东新区总工会与浦东新区科

技和经济委员会、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

启动了2019年度“浦东工匠”培育选树活动。

自6月20日启动以来，经单位推荐、社团推荐和个人

自荐等三种申报渠道，并经资格审核、评审发布、集中审

定、相关情况核查等环节，目前已产生30名2019年“浦东

工匠”候选对象，现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2019年10月8日-10月14日（五个工作日）

自公示之日起，对候选对象有异议的，可与浦东新

区总工会基层工作部联系。

联系电话：021-50115116×8026（9:00-17:00）
传真：021-68545213
联系地址：浦东新区东绣路1229号南楼402室
邮编：200127

浦东新区总工会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浦东工匠”候选人公示名单（30人）（按姓氏笔画排序）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国庆长假期

间，临港新片区游人如织。上海海昌海洋

公园、南汇观海嘴公园等各大景点迎来了

客流高峰。截至昨日，临港新片区各景点

累计接待游客超 43万人次。其中，10月 3
日单日接待游客数量高达 10.8万人次。

据统计，10月 1日至 3日，上海海昌海

洋公园、航海博物馆、鲜花港、滨海森林公

园的接待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10月

3日，上海海昌海洋公园单日客流人次突

破 4万。

为了吸引游客，各大景点在国庆期间

推出特别节目。上海海昌海洋公园运营

时间延长 1 小时，星光夜场持续开放，并

推出了国庆限定节目“国潮电音派对”等，

“遨游海洋，大国重器”主题海洋军舰航模

特展也首次亮相。中国航海博物馆则在

国庆期间增设“南海人文历史”“海上丝绸

之路”“中国最美乡村”三大特展。此外，

还有海洋环保艺术周、海洋艺术工作坊、

海洋环保纪录片展映等活动。

除了封闭式景区外，西岛、环湖景观

带、南汇观海嘴公园及周边，以及大隐湖

畔书局等，也成为市民游客喜爱的热门打

卡地。

家住浦东的祝女士特地带着爸妈去

南汇观海嘴公园看海，她说：“最近朋友圈

一直被临港新片区刷屏，趁着长假特地来

这里看看，空气很好，环境也很好，吃饭的

地方也比几年前来有了更多选择，很适合

全家出游。”

为了更好地应对大客流，景区与相关

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疏导游客，为市民出

游做好保障工作。

例如上海海昌海洋公园在大客流期

间增加运营及安保、保洁等相关一线工作

人员，通过增加演艺频次，有效疏导游客

分布。而相关部门则通过智慧指挥平台

统一组织、指挥临港区域交通管控，出动

交警、安保等警卫人员进行现场疏导工

作，同时增加公交车辆，保障地铁游客接

驳等。

本报讯（记者 王延）10月6日晚，2019
年上海旅游节闭幕式在浦东世博庆典广场

举行。在“梦幻海上”沉浸式魔术音乐剧唯

美的表演中，为期23天的上海旅游节圆满

落幕。闭幕式上，上海旅游节以一组数字

交出了一份亮丽的答卷：2019年上海旅游

节共接待市民游客2570万人次，同比增长

48%。

其中，全市旅游景区接待1563万人次，

文化场馆接待280万人次，参加旅游节活动

679万人次，参加阅读建筑活动179万人次，

观看花车巡游138万人次。其中，开幕大巡

游电视直播收视率2.4%，市场份额9.6%，排

名同时段节目第一位，约有 500万观众观

看。

服务民生惠民利民

作为人民大众的节日，上海旅游节一

直将惠民利民作为办节宗旨。今年参加旅

游节半价优惠的景区点达到79家，为历年

最多，其中浦东24家。“银联商旅文惠民活

动”“市民休闲好去处”等一系列活动，让惠

民利民成为 2019年上海旅游节的温暖底

色。

上海旅游节的“乡村民宿体验周”吸引

了众多向往生态自然的城市居民。体验周

期间，市文旅局发布39家星级民宿，各大在

线旅游平台也及时上线了特色乡村旅游产

品，带给上海市民足不出“沪”就可以体验

乡野民趣的机会。

此外，市文旅局发布了“看大戏，游上

海”秋季版的40条主题线路，城市观光与艺

术节的剧目活动互相搭配，为游客定制一

份完整的文旅体验。

促进经济发展新活力

今年旅游节的夜市尤为引人注目。“上

海美食节”“巨鹿路158美食夜市”“锦江乐

园夜市”“浦东慕尼黑啤酒节”等，以及各类

文化演出活动，都使得旅游节期间的上海

“越夜越美丽”，也让上海“海纳百川、追求

卓越”的城市精神在夜幕的灯光下尤为璀

璨。

据银联上海公司统计，9月 15日至 10
月6日，上海地区银联成功交易的日常生活

消费类金额1295亿元，同比增长11.3%。其

中，艺术画廊、体育健身、度假游乐园、影院

歌厅等消费额同比增长分别达117%、64%、

53%和 47%。节庆规模和办节效应均创下

30年以来之高。

今年上海旅游节同时还着力打响“上

海文化”品牌，聚焦红色旅游资源，推出“70
年 70站初心之旅”“发现之旅”“红色自拍

节”“红色旅游线路设计大赛”等活动。借

文旅融合契机，进一步挖掘“咖啡文化周”

“复兴艺术节”等一批旅游精品的海派文化

内涵。

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

与殿堂级的艺术表演不同，上海旅游

节是一场全民参与的大众文旅节庆活动。

30年来，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在上海

旅游节挥洒着欢声笑语，收获了珍贵友

情。今年共有包括俄罗斯、捷克、乌克兰、

波兰等10个“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在内的

的1500名表演者参加开幕大巡游活动。

除了参加开幕大巡游外，表演团还在

全市6个区的17个公共场所进行了70余场

公众演出。演员们的精彩表演，给上海市

民和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不完全统计，自上海旅游节举办以

来，累计有3万余人次的外国表演团队成员

及其家属来上海参加表演并开展旅游活

动。他们用亲身体验，向世界传播中国声

音，讲述上海故事。

本报讯 （记者 蔡丽萍）10 月 5 日，

2019上海超级杯短道速滑及花样滑冰、队

列滑大奖赛圆满落幕。

“这里是全球唯一一场将短道速滑、花

样滑冰及队列滑融为一体的冰上赛事，全

球顶级选手济济一堂，共同打造每年一度

的盛宴，国际滑联高度认可上海超级杯的

平台效应和组织工作。”国际滑联代表、国

际滑联理事玛丽·兰德马克这样评价10月

3日到5日在上海举行的这项赛事。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中国

滑冰协会、中国花样滑冰协会同样对上海超

级杯高度认可。他们认为，上海超级杯可谓

是冰雪运动在南方拓展的大讲堂，更是冰上

项目深入民间、不断普及推广的桥梁。

在家门口举办高水平冰上赛事，上海

超级杯为本土年轻选手创造了与世界顶尖

选手同台较量的机会。

搭起冰雪运动走向南方的桥梁

上海超级杯打造冰上嘉年华

本报讯（记者 王延）第二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首批次人员证件日前通过

中国邮政EMS免费寄出，标志着进口博

览会证件发放工作全面启动。首批次证

件发放对象涵盖参展商和专业观众两类，

系进口博览会注册数量最多且最为重要

的两大群体。

进口博览会证件注册中心负责人陆洲

表示，与首届进博会相比，今年证件发放时

间有所提前，且实现了五大“优化”：证件种

类设置更为精简、注册信息反馈更为清晰、

注册办理方式更为流畅、注册中心服务条

件更为完善、证件领取渠道更为便捷。其

中，在证件设置方面，相较于首届进博会17

种证件对应17类人员，第二届进博会共设

5种证件对应12类参展参会人员。证件种

类缩减，更加便于辨识和管理。

在发放形式上，今年进口博览局与中

国邮政推出国内免费寄递发证服务，此举可

为广大参展参会人员节约大量取证时间和

成本。参展参会人员也可前往注册中心现

场领证。注册中心场地面积较首届扩大近

一倍，达到近2000平方米。通过服务业务

区块的合理划分，力求为现场领证件的参会

人员提供更为专业、高效、舒适的体验。

2019年上海旅游节落幕

23天共接待游客逾2500万人次

国庆假期累计接待游客43万人次

临港新片区成出游热门“打卡”地

速滑选手冰上角逐。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第二届进博会证件开始发放

（上接1版）
和记黄埔医药已在苏州设立了工厂，

配备了一整套制剂生产设施，负责生产供

应呋喹替尼胶囊，并获得了GMP证书。

记者从和记黄埔了解到，因为是“土生土

长”的国产药，呋喹替尼的售价也低于目前国

际上主流的抗癌类替尼药物，并在积极争取

进入国家医保，有望大大减轻患者的经济负

担。而除了已经结束的呋喹替尼结直肠癌

Ⅲ期临床，目前还在进行的有二线（晚期）胃

癌以及与免疫疗法联用的临床研究等。而

临床样本和记黄埔都会侧重中国人群。

以最新发布的索凡替尼为例，在 ES⁃
MO年会发布的研究成果，是迄今为止全

球首个针对中国NET患者的新药 III期临

床研究，多项后期临床试验正在中国进行，

国内患者有望比国外患者优先受益。

该研究的成功不仅意味着中国的患者

有望在全球范围内率先从这种治疗获益，

而且也助推了中国创新药物研发从国际舞

台上的跟随者不断向前追赶，在某些领域

逐渐走到国际前沿的转变。而以往，由国

外企业研发的创新药上市后，国内患者通

常都要滞后一两年才能受益。

一大批创新药物正在浦东加速“破

茧”，如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症（俗称“老年

痴呆症”）的“国产”新药GV-971（甘露寡

糖二酸）已进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

审评中心（CDE）上市审评阶段，有望填补

16年全球阿尔茨海默症药物市场的空白；

华领医药开发的 2型糖尿病新药Dorzagli⁃
atin（HMS5552）预计在明年年中完成临床

III期，然后递交药品上市许可申请；爱科

百发生物主要研发的抗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新药也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入二

期临床试验阶段，该药有望成为全球首个

特效抗RSV感染的临床药品……

据不完全统计，浦东新区目前处于二

期、三期临床试验的药物超过 60个，其中

一类新药超过 30个。第一款中国自主研

发抗癌新药的诞生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将

有越来越多的药品说明书将100%依据“中

国证据”制定，成为真正的“中国新药”。

首款中国自主研发抗癌新药
让国内患者优先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