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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

本报讯 为做好“奋进新征
程 建功新时代·非凡十年”专题
报道，市委宣传部、市委外宣办近
期推出全新宣传片《非凡十年·上
海篇》，用高清影像画面，突出展
示十八大以来上海全力建设国际

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
中心，在持续增强城市硬实力的同
时，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

宣传片采用数据解读与城市
影像结合，围绕“建设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主题，以2012年至今十年间
的数据对比，生动鲜明阐述上海

“综合实力跃上新台阶”“改革开
放实现新突破”“生活品质得到新
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迈开新步
伐”，十年来，上海世界影响力的

能级显著提升，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特征充分彰显，国际大都市的
风范更具魅力，充分体现了上海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
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和“开放、
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

《非凡十年·上海》由上海幻
维数码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承制，自7月19日起在央视综合
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
以及CGTN滚动播出，并在各大媒
体平台展播。

本报讯 市委书记李强昨天
下午与德国默克集团执行董事
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葛丽鹤举
行视频连线。

李强介绍了上海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情况。他
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主席对上海工作的重
要指示要求，深化国际经济、金
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着力打造国内大循环的
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
战略链接，推进更高水平的改
革开放。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是上海重点发展的先
导产业，默克集团是历史悠久
的医药化工巨头和全球领先的
科技公司，双方合作领域广泛、
合作前景广阔。欢迎默克集团

更好发挥自身优势，在沪投资
布局更多创新项目、产业项目，
继续参与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并发布最新科技成果。
上海将全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
环境，助力中外企业在沪实现
更大更好发展。

李强介绍了上海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情况。他
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主席对上海工作的重
要指示要求，深化国际经济、金
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着力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
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
接，推进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
是上海重点发展的先导产业，默
克集团是历史悠久的医药化工

巨头和全球领先的科技公司，双
方合作领域广泛、合作前景广
阔。欢迎默克集团更好发挥自
身优势，在沪投资布局更多创新
项目、产业项目，继续参与第五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并发布
最新科技成果。上海将全力打
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助力中外
企业在沪实现更大更好发展。

葛丽鹤介绍了默克集团全
球业务和在华发展计划。她说，
中国市场对集团业务持续发展
至关重要，上海是默克重要的创
新和生产基地。将持续投资中
国、投资上海，在沪加快建设生
物安全检测实验室和电子科技
中国中心，为上海发展作出新的
贡献。

市领导诸葛宇杰参加。

上海“非凡十年”宣传片全新推出

本报讯 主题为“韧性 永
续 人文”的2022上海台北城市
论坛昨天以视频形式举行。上
海市市长龚正、台北市市长柯文
哲分别在上海、台北会场出席论
坛开幕式并致辞。上海市常务
副市长吴清、台北市副市长彭振
声作主题演讲。

龚正说，“双城论坛”是上
海台北携手合作的重要平台，
也是两市交流互鉴的桥梁纽
带。本次论坛交流的主题，蕴
含了两地人民对未来城市建设
的美好愿景，必将进一步加深

彼此了解，凝聚更多共识。两
岸同胞心之相系、情之相融，任
何力量都切割不断。我们将秉
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一如
既往为台企来沪投资兴业创造
良好环境，为台胞在上海学习、
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多便
利。期待两地同心同行，携手
打拼，为双城谋发展，为同胞增
福祉，为民族创未来。

柯文哲说，台北和上海连续
举办了13次“双城论坛”，这个过
程代表了我们对两岸和平的坚
持，双方也有许多具体成果。两

岸历史文化相通，经贸关系密
切，两岸应该合作以创造双赢，
应该沟通以化解分歧，应该建立
护栏以管控危机。相信多交流可
以累积善意，而更多的善意可以
促进更好的交流，建立善的循环，
为两岸谋和平、为人民谋福祉。

开幕式上，两市有关单位签
署了循环经济、围棋运动、智慧交
通经验交流合作备忘录。两市还
共同发布了上海市政府制作的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回眸》纪念
册，集纳回顾了历次“双城论坛”
及两市各领域的交流花絮。

李强视频连线德国默克集团执行董事会主席葛丽鹤

全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2022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以视频形式举行

为双城谋发展 为民族创未来

本报讯 知名的爱国归侨，
中国致公党的优秀领导人，中国
共产党的挚友，第九届全国政协
常委，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外
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侨联原副
主席，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原
副主席，第九、十届上海市政协
副主席，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委会
原主委，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原副
检察长俞云波同志遗体告别仪
式，昨天上午在上海龙华殡仪馆
举行。

俞云波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2022年 6月25日 2时30分在
上海逝世，享年86岁。

俞云波同志逝世后，中央领
导同志、其他有关方面领导同志
以各种方式表示关心、慰问和深
切哀悼。

昨天上午，龙华殡仪馆大厅
内气氛庄重肃穆，俞云波同志的
遗体安卧在鲜花丛中。10时许，

市领导李强、蒋卓庆、董云虎、诸
葛宇杰、胡文容、陈通等向俞云
波同志遗体三鞠躬，作最后送
别。市政协相关负责同志和部
分老同志，市有关部门和单位负
责同志，俞云波同志亲属、同事、
生前友好等也前往送别。

俞云波同志逝世后，送花圈
或发唁电的还有中共中央组织
部、中共中央统战部、最高人民
检察院、致公党中央、中国侨联
等。

俞云波同志1936年1月生，
福建福清人，1960年9月参加工
作，1980 年 1 月参加中国致公
党。他为致公党事业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用炽热的爱国情怀
感染、影响、带动广大华侨、华人
积极投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

俞云波同志是我国实行检
察官等级制度后首次任命的大

检察官之一。他忠实履行职责，
分管的侵权渎职检察、税务检
察、民事行政检察等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为上海检察机关履行法
律监督职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俞云波同志坚决拥护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始终与中国共产
党同心同德，为坚持和完善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为人民政协事业发
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始终满
怀赤诚，心系国计民生和城市发
展，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
议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俞云波同志一生爱憎分明，
光明磊落，实事求是。他将个人
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融为一
体，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国家和
人民，是海内外侨界和中国知识
界的楷模。他坚定的信念、高尚
的品格、渊博的学识和忘我的工
作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

上海各界人士沉痛送别俞云波同志
记者19日从教育部新闻发

布会获悉，十年来，我国高校牵
头建设了60%以上的学科类国家
重点实验室、30%的国家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全国超过40%的两
院院士、近70%的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获得者都集聚在高校，
高校科技创新跃上新台阶。

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
司司长雷朝滋介绍，十年来，高
校科技成果供给力量和转化效
率显著提升，高校专利授权量从
2012 年的 6.9 万项增加到 2021
年的30.8万项，专利转让及许可
合同数量从 2000 多项增长到
15000多项，专利转化金额从8.2
亿元增长到 88.9 亿元，实现了
质、效、能的同步提升。

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原会
长瞿振元看来，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高校科技工作形成了

“既出成果又出人才”的新格局，
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
人才培养，以高质量人才培养推
动高水平科学研究。

此外，我国高校科研攻关坚
持问题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

长远需求出发，在一系列大国工
程中，数百所高校在突破“卡脖
子”问题的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
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统计数
据显示，十年来，高校获得了全
部11项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中
的 10 项、全部技术发明奖中的
72%，并获得了两项国家科技进
步特等奖。

既聚力打造“国之重器”，也
用科技创新服务贡献社会。

从积极守护人民生命健康
到扎实服务粮食安全和乡村振
兴，从主动融入区域创新发展战
略到有力支撑科技冬奥成功举
办，“十年来，教育部坚持把服务
国家作为高校科技工作的最高
追求，先后组织实施了高等学校
人工智能、碳中和、乡村振兴、‘一
带一路’、区块链等多个科技创新
专项行动计划。”雷朝滋介绍。

面向未来，雷朝滋表示，将
持续加强前沿科学中心、集成攻
关大平台等重大科研平台建设，
加快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支
撑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据新华社电

我国高校科创十年跃上新台阶

记者从上海市人社部门获
悉，最新发布的《关于做好本市
基层快递网点优先参加工伤保
险工作的通知》明确，上海将全
面推进基层快递网点优先参加
工伤保险工作。

通知明确，快递企业应当依
法参加各项社会保险，用工灵
活、流动性大的基层快递网点优
先办理参加工伤保险，人社部门
和邮政管理部门将做好监督管
理工作，督促用人单位依法参
保。

根据要求，网点参加工伤保

险统一按照上海上年度全口径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
和参保人数，计算缴纳工伤保险
费，并实行按月缴费，个人不缴
纳工伤保险费。

基层快递网点按规定参加
工伤保险后，参保人员在参保
缴费期内遭受事故伤害或者
患职业病的，其工伤认定、劳
动 能 力 鉴 定 、工 伤 保 险 待 遇
等，按照《工伤保险条例》《上
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等有
关规定执行。

据新华社电

基层快递网点优先参加工伤保险
保障“快递小哥”权益 这项工作上海全面推进

今年上半年，全国网上零售
额同比增长3.1%。2021年我国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突破10万
亿元，规模居世界第一。“云购
物”深刻改变中国百姓日常生活
的同时，也折射出消费的新特点
新变化。

伴随消费升级步伐，如今中
国消费者的购物车既装着全球
好物，也不乏国货优品。

“这几年国货的时尚感和功
能细节越做越好，性价比很高，
现在我网购都会优先考虑国产
品牌。”“90后”消费者小刘对记
者说。

抖音电商数据显示，2021年
4月至2022年 3月，抖音电商平
台国货品牌商品数量同比增长
508%；爆款榜中，国货品牌数量占
比92%，国货商品数量占比93%。
越来越多国货品牌通过持续创新
强势“逆袭”，迎来快速增长。

“‘90后’‘95后’年轻人群成
为新的消费主力，他们更愿意为
个性、兴趣、文化IP买单，对国货
国潮有很高的消费热情。”抖音
电商相关负责人说，未来平台将
继续加大对国货品牌尤其是中
小商家扶持力度，带动更多国货

“出圈”。 据新华社电

“云购物”数据里的消费新变化

年轻人更愿意为国货买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