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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何雅君报道 昨

天，记者从黄浦区相关部门了

解到，九子公园作为黄浦区苏

州河公共空间景观提升工程

“一带二园五彩珠”中的重要

节点，经过半年的改造，目前已

初见新颜，不仅景观面貌大为

提升，并且开放式的公园已融

入了苏州河沿岸的整体景观，

不日将对外开放。另外，跳橡皮

筋、打弹子、滚铁圈……这些上

海人小时候熟悉的弄堂游戏玩

法，在苏州河南岸的九子公园

里也能找到。

九子公园占地面积 7000

平方米左右。10月 15日，记者

探访发现，改造后的公园增添

了新的健身场地和活动空间，

公园中间有一块配置了健身器

材的活动场地，公园西侧的台

地上多了一片草坪，游客可以

顺着台阶走上去，草坪边上的

玻璃房子里还设有市民驿站，

开放后将为市民提供便民服

务。与此同时，公园靠南苏州路

一侧不再有围墙遮挡，游客站

在公园里就能清楚地看到马路

对面流淌的苏州河。

掼结子（掼沙包）、抽陀

子、跳筋子（跳橡皮筋）、滚轮

子（滚铁圈）、打弹子、套圈子、

顶核子（顶橄榄核）、扯铃子、

造房子，这 9种弄堂游戏对于

老上海人而言，再熟悉不过了。

记者发现，新公园内，演示这 9

种游戏玩法的雕塑仍在，不过

位置有所调整，雕塑旁边还设

有标识牌，标识牌上文图并茂

地呈现了对应游戏的规则和玩

法。此外，成都北路上的公园入

口处也有九块图文并茂的金属

牌，对 9种游戏进行介绍。公园

管理方告诉记者，此次改造对

九子雕塑进行了重新布局，使

雕塑所在场地兼具运动与停留

休憩的功能。游客可以在雕塑

前的空地上参照提示，体验这

种游戏。

晨报记者 钟 晖 李晓明

即将开幕的第三届进博会，十

分重视疫情防控工作。

一方面，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这

两天正举行第三届进博会倒计时

20 天市场监管服务集中培训，市场

监管保障工作将以冷链食品的疫情

防控和智能监管为着力点，确保食

品、药品、特种设备等安全监管“零

失误、零事故”；

另一方面，巴士一公司近日在

承担进博会接驳任务的 20 辆公交

车上安装了新的防疫装备，包括紫

外线消毒、人脸识别和测温功能，有

效保障进博会期间防控防疫安全。

据悉，相关部门已经制定《第

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冷链食品

疫情防控专项工作方案》及《第三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相关食品安全保障技术指

引》，强化了进博会食品企业的“人

员、物品、场所”管理，围绕“严把冷

链食品关”，强化供博食品原料供

应商冷链食品管理。同时，严格落实

对在岗人员的防护措施，紧盯人员

住宿点、工作地、就餐点等关键节

点，做到防护措施不到位的不上岗、

防护培训不合格的不上岗。

目前，覆盖全部保障事项的市

场监管服务实时监控平台也已打

造。这个平台是对现有进博会食品

安全保障实时监控平台进行升级改

造，涵盖食品、药品、特种设备、价格

监督、广告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

强制性产品认证、知识产权监管、服

务咨询等。

平台升级后，实现三大功能：一

是实现市场监管服务保障动态实时

监控，统一指挥调度，统一应急处

理；二是实现市场监管服务保障现

场检查电子化，使用移动终端设备

开展检查；三是主动向参展商和观

众推送市场监管服务政策、咨询服

务点位和内容，推送食品安全违规

行为和电梯安全预警信息。

记者发现，紫外线消毒灯安装

在车辆顶部的通风面板处。工作人

员披露，按照车型大小，每辆车间隔

安装 4盏消毒灯，利用紫外线的强

能量照射，有效杀死车内的细菌和

病毒。车辆停驶后，工作人员开启设

备后离车，30 秒延时后设备自动启

动，完成 30 分钟的全方位消毒后，

设备自动关闭。

“驾驶员只要按下按钮，即可

开启紫外线消毒功，打开紫外线灯，

整个车厢就会变成一个自行作业的

‘消毒柜’，30 分钟就能完成消杀

作业。”巴士一公司技术机务部副

经理黄文明介绍说。

与原先人工喷洒消毒剂相比，

紫外线灯无毒无害无残留，且具有

超强杀菌能力，可对车内容易留存

病菌的座椅、拉扶手、空调通风面板

等物体面进行深度彻底地消杀，并

能杀死悬浮在空气中的病菌，提高

杀毒的覆盖面，达到全方位、快速、

高效的消毒杀菌效果，为乘客提供

更加安心的乘车空间。

同时，在车辆驾驶室区域附近

设置“人脸测温一体机”，实现体温

非接触式快速检测。当乘客上车时，

可同时进行脸部识别。如乘客未戴

口罩，还会有语音提示，数据将被上

传到后台，必要时可进行追溯。

据新华社报道 商务部新

闻发言人高峰 15 日表示， 第三

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

推进， 今年展览面积超过上届，

世界 500 强参展企业数量达往

届规模，且有一批企业签约参展

未来三届进博会。

目前距第三届进博会开幕

还有不到三周时间。 高峰在 15

日举行的网上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说，这一届进博会展览面积更

大， 共设置了食品及农产品、汽

车、技术装备、消费品、医疗器械

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等六大展

区，新设了公共卫生防疫 、节能

环保、智慧出行和体育用品及赛

事专区等四大专区。

在招展方面 ，高峰说 ，展品

从美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等

世界各地起运在途。 自首单申报

进境展品于 9 ? 28 日顺利通关

后，目前大批展品正在办理申报

入境手续。

在招商方面，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局已在 19 个省（区市）举行

了 23 场招商路演，现场向 1900

多家采购单位宣介。 已举办 5 场

展前供需对接会，并将继续举办

展期贸易投资对接会。

高峰强调，在疫情常态化防

控下，第三届进博会始终把安全

放在首位，未来将全力以赴抓实

抓细各项筹备工作。

晨报讯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昨天举

行专题会议， 研究第三届进博会

筹备相关工作。 市委副书记、市

长、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城市服

务保障领导小组组长龚正主持会

议并指出，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

紧围绕“越办越好”总目标，按照

市委部署， 把各项工作抓严抓细

抓实，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以

最高标准、最充分准备，办成一届

安全、精彩、富有成效的进博会。

龚正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

进一步增强特殊时期办好进博会

的责任感、 紧迫感， 聚焦重点领

域，围绕重大活动、安保交通、新

闻宣传、城市运行和接待服务等，

展示“世界会客厅”的良好形象。

同时，持续放大溢出带动效应，用

好进博会这个链接国内国际双循

环的重要平台， 做好上海城市推

介。 要始终绷紧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这根弦， 全面强化疫情防控工

作体系，逐项细化防控预案，确保

不留死角和盲区。

“越到冲刺阶段，越考验耐力

和凝聚力。 ”龚正指出，各单位、各

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

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强化现场指

挥、信息沟通和实战演练，全力做

好最后阶段的筹备工作。

市领导陈寅、宗明出席。 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城市服务保障领

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局、 市卫生健康委等分别汇报

相关工作。

晨报讯 2020 年全国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昨天正

式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

出席上海分会场活动，并与四

位创新创业代表共同点亮了上

海分会场启动装置，上海分会

场云上展示平台也正式开启。

本届双创周以“创新引领

创业，创业带动就业”为主题，

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在全国同步展开。上海分会场

的主题为“创新创业，一沪百

应”，将进一步营造上海创新

创业良好氛围，提升创新创业

意识和能力，激发和培育优秀

企业家精神，推动创业政策、创

业服务与创业个人、团队和企

业更有效对接。上海分会场云

上展示平台包括活动、短视频、

项目等 6 大板块，收集遴选的

项目超过 500个。

仪式上，上海市与长三角

城市代表还共同启动了长三角

高价值专利大赛，将搭建高价

值专利培育、高质量科技转化

的区域性交流平台，进一步推

动长三角科技创新合作。各部门细化进博会防控方案，严格做好防控措施

体温多少口罩戴没戴
进博会接驳车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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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进博会

第三届进博
会大批展品正办

理申报入境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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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子公园景观升级

教你玩转弄堂游戏

工作人员在安装紫外线消毒灯

上车后人脸识别与测温可以一次完成 本版图片/?士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