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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断提高机构编制
资源配置效率

晨报讯 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
昨天举行会议。市委书记、市委机构
编制委员会主任李强主持会议并讲
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机构编

制委员会副主任龚正，市委副书记、
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副主任于绍良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做好今年机构编制

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提高政
治站位，把握大局大势，围绕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提升治理效能，更加科
学地抓好统筹和调配资源，更加精
准服务全市中心工作，更加有效推
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
加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会议指
出，要不断提高机构编制资源配置
效率。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入推动机
构编制法定化、制度化，严肃机构编
制工作纪律。

以更强合力提升审
计监督效能

晨报讯 市委审计委员会昨天
下午举行会议。市委书记、市委审计
委员会主任李强主持会议并强调，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
海重要讲话和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
年庆祝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关
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
分发挥审计的监督和保障作用，以更
大力度服务改革发展大局，以更实举
措补齐工作短板，以更强合力提升审
计监督效能，为确保“十四五”开好
局、起好步作出更大贡献。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审计委

员会副主任龚正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审计工作要推动重

大政策落地见效，促进资金资产提
质增效，为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保驾
护航。会议强调，审计要优化协调机
制，推进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
调、联合发力。

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

晨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
正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进一步强化民办培训机构管
理，加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等。
《上海市民办培训机构设立与

管理实施办法》重点对培训机构的
设立、组织管理、变更与终止、法律
责任等方面进行了规范。

会议原则同意《关于推进全民
健身工程 加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
的意见》并指出，要建设一批布局
科学、覆盖广泛的高品质运动空间，
打造一批功能丰富、特色鲜明的嵌
入式社区健身场所。

15号线春节前开通试运营

吴中路站全无柱
视觉效果吸引人

晨报记者 钟 晖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昨天透露，
轨道交通 15 号线已顺利通过初期
运营前安全评估，具备全自动运行
初期运营条件。目前，工程建设及
运营单位将对全线各项设施设备
进行进一步综合系统调试及各项
演练，确保春节（农历新年）前开
通试运营。

15 号线是上海的第四条轨道
交通全自动无人驾驶线路，也是首
条全线全功能一次性开通最高等
级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的地铁线
路。记者昨天探营发现，与 18号线
一样，15号线列车车头驾驶舱位置
没有驾驶员，乘客可在此看到隧道
内场景，预计这里又将成为乘客的
“打卡”热点。
“15 号线吴中路站和上海南

站站因地制宜，协调车站与周边环
境条件，设计打造上海地铁‘最美
车站’。”15号线项目公司副总经
理王振辉告诉记者。
据介绍，吴中路站开创性地采

用了预制大跨叠合拱型结构，以
“无遮挡大空间”作为主导理念，
着重强调空间的完整性，凸显大空
间的视觉观感。
站厅围绕“大跨拱顶”这一显

著特征，在管线布局、结构工艺、视
觉表现等方面予以一体化设计，公
共区最大净跨为 21.6 米，为国内软
土地区最大跨度的全无柱车站。记
者观察并了解到，尤其是站厅两侧
装饰以城市天际线 LED 灯带，视
觉效果引人入胜，有望成为市民乘
客打卡的网红车站。

而上海南站站主体设置在万
科商业地块内，为提高地铁与商业
空间的结合品质，取消站厅层公共
区立柱，将主体部分的顶板设置成
弧形提高空间感。同时结合万科地
块商业开发设计，车站站厅层主体
一侧与商业下沉式广场全连通，形
成通透明亮的站厅层，既节能又美
观。

上海南站站通过开放地下空
间，盘活整个片区。实现了综合换
乘功能，将地面公交、地下商业、地
铁、国铁等各类资源进行整合重
组，形成综合立体交通换乘枢纽，
最便捷地实现 1 号线、3 号线、15
号线、铁路与地面公交车的换乘。
记者体验了一下，换乘步行时间约
4分多钟。

值得关注的是，15 号线娄山
关路站可与 2 号线换乘。“目前，
通道因涉及与商业体地下空间改
造，暂时实行站外虚拟换乘，待改
造完成后即可实现 2号线与 15 号
线的同站换乘功能。”王振辉告诉
记者。
记者体验了一下，从 15号线 6

号口出来到地面，步行到 2 号线娄
山关路站大约 300 米，需要 5分钟
左右。
此外，15号线部分车站受去年

疫情影响，施工受到影响，连接的
地面人行道尚未全部恢复，相关施
工单位正在全力推进施工作业，争
取早日为乘客提供出行便利。期
间，乘客可通过临时便道进出站。

据新华社上海 1 月 18 日电

记者近日从上海市委宣传部
获悉，正在建设中的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将
于今年“七一”前正式开馆。这
一备受瞩目的“新馆”基本陈列
展厅建筑面积约 3700 平方米，
将聚焦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在
上海的革命实践，展出各类展品
超 1000 件，其中实物展品 600
余件。
据悉，该展厅将布置“伟大的

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
列”展览，以“初心使命”贯穿全
篇，通过序厅、“前仆后继、救亡图
存”“民众觉醒、主义抉择”“早
期组织、星火初燃”“开天辟地、
日出东方”“砥砺前行、光辉历
程”和尾厅等 7个板块，综合采用
文物实物、图片图表、动态视频、

油画雕塑、实景还原、多媒体声像
等多种展示手段，生动体现中国
共产党的诞生历程。

中共一大纪念馆建设项目于
2019 年 8 月 31 日开工，紧邻中
共一大会址，位于上海市黄浦区
黄陂南路、兴业路路口以东，2020
年 7月实现建筑结构封顶。

据了解，相关工程建设将于
今年4月底实现项目竣工。5月，
中共一大纪念馆拟试运行，7月 1
日前正式开馆。

建成后的中共一大纪念馆，
将由中共一大会址、宣誓大厅、新
建展馆等部分组成。其中新建展
馆总建筑面积约 9600 平方米，包
括基本陈列展厅、报告厅、观众服
务中心等服务设施。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
根据上海市最新复核统计，上海
现存 1919 年五四运动到 1949
年上海解放这段时期内的各类红
色资源 612 处，包括旧址、遗址
497处，纪念设施 115处。

�推动上海检察工作
始终走在前列

晨报讯 全市检察工作会议
昨天召开。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于绍良出席会议并讲话。

于绍良指出，要更加自觉地以
习近平法治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努力
推动上海检察工作始终走在前列。
要积极履职、充分履职、创新履职，
当好改革促进者，以服务大局的实
际成效，体现讲政治的特殊担当。

中共一大纪念馆
“七一”前全新亮相
拟 5月试运行，将展出各类展品超 1000 件

记者 荀澄敏

晨报讯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
的诞生地，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根据“开天辟地———党的诞生地
发掘宣传工程”，积极落实静安区
“红色遗址保护、红色基因传承、
红色品牌打造”三大行动，着重围
绕“两馆五址”+“四大项目”，以
实际行动迎接建党百年，擦亮“党
的诞生地”红色文化名片。

为加强文物建筑本体保护，
此次场馆维护保养将在确保文物
建筑安全的基础上，严格遵循“修
旧如故”的原则，一期工程主要包
括外立面清水墙风化严重部位、
大门门头线脚风化及严重损坏部
位补缺，局部墙面修补以及木门

重新刷漆等饰面修补工作。项目
施工在选材、工艺方面秉持匠心，
按照传统的材料及工艺对建筑进
行维护保养，完全保留了建筑的
历史面貌，延续了建筑的耐久性
和使用性。

二大展陈调整项目将对场馆
部分空间布局、展陈形式以及部
分展陈内容进行调整优化，展陈
设计方案将优化场馆空间布局，
重新布置序厅宣誓区陈列，突出
仪式教育规范性与神圣感，并运
用多媒体技术，呈现原址二楼区
域。在调整部分展项的基础上，以
凸显“石库门里的纪念馆”这一
理念，增设油画展项，增强展览艺
术性。

此外，2020 年 8 月中共中央

军委机关旧址纪念馆新馆筹建工
作正式启动，展陈设计方面重点
就馆名牌设计、序厅展区调整、配
色方案优化等方面进行多轮论
证，力求以全新面貌向观众呈现
“风雨经远里，军史丰碑地”的光
辉历史。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计划用

首演的形式代替传统首讲，在忠
于历史、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进行
艺术加工，在首展当天给观众带
来身临其境的沉浸式观展体验。
通过情景参观、剧场演出和交流
互动相结合的方式，让观众感同
身受地体验当时严峻的革命形
势和恶劣的革命环境，感悟隐蔽
战线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与奉
献。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开展场馆维护保养

拟用首演给观众带来沉浸式观展体验

昨天，拆去脚手架的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以崭新面貌亮相。 /东方 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