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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我国首个以“创新
需求”为主题的科技展览——首
届全球技术转移大会昨天亮相
2020浦江创新论坛，上海技术交
易所同时开市鸣锣，创业者论坛
共话长三角创新创业！

上海技术交易所开市鸣锣
2019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

额首次突破2万亿元，创历史新
高。本次大会集中展示了全国
10000余项技术创新需求，500余
项国际国内待转化成果，200余
项中小企业创新产品，100项共
性需求解决方案以及50余家科
技服务机构。

上海技术交易所开市鸣
锣。上海技术交易所成立于
1993 年，于 2015 年启动转制改
企工作，储备技术市场要素资
源，2019 年 12 月 31 日，清理整
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
复函上海市政府同意上海技术
交易所联席会议备案，正式开启
筹备工作，未来将紧扣技术交易
生态体系建设目标，着力引导成

果、企业、机构、资本、政策五大
要素资源进场交易。

本届全球技术转移大会采
取线上与线下融合方式举办，组
织了大量国内外相关团队在展
会中开展对接活动，展会旨在通
过“需求侧引领、供给侧发力，服
务侧助力”，建立汇聚全球创新
资源、助力中国创新的桥梁。

长三角携手克服疫情创新创业
2020 浦江创新论坛之创业

者论坛的主题是：互融、共创，科
技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创新创
业总体水平较高，孵化器和众创
空间总数分别为1540家和1981
家，分别占全国比例接近30%和
25%，在孵企业拥有知识产权和
获投融资企业占全国比例均超
过40%以上。”科技部火炬高技术
产业开发中心副主任段俊虎表
示，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三省一市闻令即行、迅速响
应，依托科技支撑，筑起联防联
控共同防线，搭起复工复产协同
平台，实践中涌现出的很多好做
法、好经验得到借鉴推广。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昨天上午，黄浦江
上第13座越江大桥昆阳路越江
大桥（即闵浦三桥）主线建成并
开放交通，标志着闵浦二桥和松
浦大桥之间长达10公里浦江岸
线无越江通道的交通壁垒成为
历史。记者了解到，大桥通车
后，以往闵行奉贤两岸绕行需要
40分钟，现在5分钟就可以到。
人行和非机动车慢行通道到今
年12月底前也将对开通，步行
也能越江。

昨天机动车通车
年底前就能实现人行

昆阳路越江大桥是继奉浦
大桥、闵浦大桥、闵浦二桥、虹梅
南路隧道之后，奉贤区连接黄浦
江北岸的第五个过江通道。作
为黄浦江上最年轻的成员，昆阳
路大桥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新纪
录。据了解，该桥由上海城投公
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同
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
有限公司和隧道股份上海市城
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
限公司设计、隧道股份上海公路
桥梁（集团）有限公司承建。

昆阳路越江大桥是一座能
“走”的大桥，设计初期便考虑到

行人与非机动车通行过江需求，
错层布置实现“人非机”共走
廊。主桥的整体式箱型主梁采
用了独特的“错层布置”设计，上
层供机动车辆通行，下层供人非
通行。行人与非机动车上桥无
需通过引桥的超长坡道，16部大
型垂直电梯分布在大桥浦江两
岸，便捷得实现上下桥功能，需
要注意的是，人非通道预计将于
今年12月底前对公众开放，为
两岸居民过江提供了更为便捷
的交通方式选择。

“钻石型”造型吸睛
是浦江“扎根”最深的桥

整个大桥最为吸睛的是它
“钻石型”的主桥塔身，宛若“定
海神针”。为了减少对航道的影
响，主桥基础采用承载力更强扎
根更深的1.5米大直径钢管桩。
每根钢管桩长度达70米，竖起时
相当于25层楼的高度，重量达60
吨。70根70米长的主墩钢管桩
沉桩时总锤击数高达35万次，为
大桥“扎根”黄浦江打下坚实基
础，创造了上海市内河航道桥梁
桩基深度和难度的新纪录，成为
了目前浦江上“扎根”最深的大
桥。

预制拼装刷新高度新纪
录。和之前的越江大桥不同，昆

阳路越江大桥引桥采用桥梁全
预制装配技术进行建造，大桥各
类构件先在工厂内进行预制，运
至现场后再行拼装，这也是该工
艺首次在跨江大桥中应用，不仅
有效减少了现场支架现浇的工
作量，大大缩短了施工作业时
间，保障了工程质量，也降低对
周边水源保护地造成的影响。
同时，大桥在引桥建设中，高达
23.15米的双根双节立柱，创造
了目前上海预制拼装立柱的最
高纪录。

建设过程中，智能机械、无
人摊铺沥青上演大桥首秀。在
昆阳路越江大桥引桥、接线道路
的沥青铺设过程中，首次采用了
由上海路桥和三一重工联合开
发的无人摊铺机编队，在摊铺、
温度监测、初压、复压整个过程
中，多台机械设备依靠5G通讯技
术、北斗定位导航系统以及大量
传感器不断反馈和修正，沿着预
先设定路径分组进行多个工序
的沥青摊铺施工，从而实现了无
人驾驶摊铺的应用场景拓展，也
为满足多样化的城市建设需求
打下坚实基础。

大桥主线建成通车，将有效
改善区域越江通达不足的现状，
为浦江两岸的市民提供更高效
便捷的出行方式。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实现全面小康，凝聚着中国共产
党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初心使
命。以人民为中心，保民生、惠
民生，“十三五”时期，我国各项
民生事业不断繁荣发展，各项民
生指标不断改善。

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这五年是不平凡的
五年——

五年来，全面解决好人民群
众关心的教育、就业、收入、社
保、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问题，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更实在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2019年中国居民人均预期
寿命达到 77.3 岁，比 2015 年提

高0.96岁，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
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人均
预期寿命的延长见证了“十三
五”时期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的不
断提升。

五年来，各类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约3.9亿人次获得资助，农
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惠及4000万农村学生，85%的义
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
校就读或享受政府购买学位服
务，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达93%，
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
学生专项计划累计招生近52万
人，困难群体受教育权利得到更
好保障。

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这五年是充满成就的五年——
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

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要
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想群众所想、
急群众所急，多谋民生之利、多
解民生之忧。

“十三五”时期，中国超过
5000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绝对
贫困。贫困发生率从2016年的
4.5%下降至2019年的0.6%，区域
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

五年来，我国城市和农村低
保标准年均分别增长 8.7%和
14%，各专项救助也取得明显成
效。全国每年有近5000万困难
群众得到基本生活救助，实施临

时救助1000多万人次。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五年是幸福
感满满的五年——

“民生”一词的外延不断丰富
扩展，不仅解决百姓吃饱穿暖等
基本问题，还要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评
判中国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准。

大力实施减税降费，着力让
利于民；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大强农惠
农富农政策力度，农民收入保持
较快增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
千家万户，百姓获得感不断提升。

2019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超过1万美元，稳居上中等

收入国家行列。
就业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2016年至 2019年，中国累
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5378万人，
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保持1300万
人以上。

1亿人落户任务提前完成，1
亿多农业转移人口自愿有序实
现了市民化，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由 2013 年 的 35.93％ 提 高 到
2019年的44.38％。

回眸“十三五”，“以人民为
中心”理念贯穿于中国阔步前进
的每一个瞬间。展望“十四五”，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任
务，将书写出更加幸福美好的时
代答卷。 据新华社电

昆阳路越江大桥。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上海新闻界庆祝第
21个中国记者节座谈会昨天下
午召开。会议要求，全市新闻工
作者要更好地立足新方位、把握
新形势、找准新坐标，勇担新时
代新闻工作者使命任务，以不一
般精神、不一般干劲、不一般作
为，不断提高新闻舆论的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奋
力书写上海新闻事业新篇章。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
新闻战线根据中央部署和市委
要求，在新形势下自觉肩负起举
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
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深入宣传阐
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
讲话和指示精神，助力我市全力
实施“三大任务、一大平台”国家
战略，深入推进“五大中心”“四
大品牌”建设，扎实做好“六稳”

“六保”宣传引导工作，为我市

“四史”学习教育持续宣传造势，
唱响了主旋律，传播了正能量，
凝聚了精气神，助力上海提高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
能力和水平。特别是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广大新闻工作者
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新闻报道，体现了可贵的大
局意识、优良作风和道义担当。

会议要求，全市新闻工作者
要在旗帜下聚集，始终坚持正确
政治方向；要在人民中扎根，自
觉为人民群众书写放歌；要在大
业中奋进，为伟大时代激扬主旋
律；要在时代中弄潮，推进媒体
融合向纵深发展。

座谈会上颁发了第29届上
海新闻奖和第15届上海长江韬
奋奖。125件作品分获上海新闻
奖一、二、三等奖，10人获第15
届上海长江韬奋奖。

穿越闵行奉贤两岸从40分钟缩减到5分钟

这个能“走”的大桥主线建成通车

决胜全面小康带来民生新获得
“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贯穿于中国阔步前进的每一个瞬间

上海新闻界庆祝中国记者节

首届全球技术转移大会亮相浦江论坛

上海技术交易所开市鸣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