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报记者 钟 晖

昨天下午，世界城市日中国主
场活动暨首届城市可持续发展全球
大会开幕式大会在北外滩世界会客
厅召开。大会上，包括“上海指数”、
《上海手册》两大重磅成果发布。

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上海是
党的诞生地，同时也是世界城市日
的起源地。 上海市委、市政府要求
将上海打造成为世界城市日的永久
主场，做出更大影响力，体现更多上
海元素和上海声音。“上海指数”综
合指标体系框架和 2021 版 《上海
手册》， 正是上海元素和上海声音
的充分体现。

“上海指数”注重体现
“人民城市”理念

“上海指数”综合指标体系框
架，是全球首个以经济、社会、文化、
环境和治理“五位一体”理念为基
础框架设置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
体系。

根据《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和《新城市议程》等权
威国际文件，基于联合国人居署提
出的《全球城市监测框架》，中方和
联合国人居署共同研发了“上海指
数”。 该指数可以帮助城市评估和
反映其在可持续城市化方面取得的
成就、面临的挑战，从而帮助城市确
定或调整发展重点，推动全球城市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新城市议

程》， 进而引领全球城市的可持续
发展方向。

“上海指数”注重体现“人民
城市”的理念，由一项综合指数和
若干主题指数构成。其中，综合指数
衡量城市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总体
进步水平。主题指数与城市日主题、
城市发展热点等议题结合， 侧重对
特定领域的评估。“上海指数”将突
显上海智慧，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
国声音， 为提高中国在全球可持续
发展领域的话语权做出重要贡献。

2021版《上海手册》
交流城市实践新经验

《上海手册》即《上海手册 -21
世纪城市可持续发展指南》，由联合
国人居署、 国际展览局和上海市人
民政府共同主编。 根据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国人
居署、 国际展览局达成的共识，自
2011 年以来，上海与人居署、国展
局按照“五年总编，每年报告”的模
式共同修编《上海手册》。

2021版《上海手册》是在回顾
过去 5年的城市可持续发展实践经
验基础上进行的第三次总体修编，
主题为“城市可持续发展：以绿色低
碳推动包容性增长”。手册在呈现全
球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典型案例的同
时， 还针对城市面临的共同问题提
供政策建议， 交流近年来城市实践
的新经验， 以期为城市管理者和相
关规划专业人士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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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14位诺奖得主在内
26位顶尖奖项得主参会

此次论坛将有 14 位诺奖得
主在内的 26 位顶尖奖项得主首
次参会。

其中包括首次发现黑洞的
2020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赖
因哈德·根策尔； 全球抗击疟疾
先锋、200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彼得·阿格雷； 开创 PD-1 免疫
疗法治疗癌症的 2018 年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本庶佑；两
位女性诺奖科学家———诺贝尔
历史上第三位女性物理诺奖得
主、 提升了激光的千倍功率的
2018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唐
娜·斯特里克兰， 解密衰老分子
之一———端粒酶的 2009 年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卡罗尔·
格雷德等。

同时本届盛会还汇聚了 9
位图灵奖得主，包括专程来沪参
会的 1986 年图灵奖得主约翰·
霍普克罗夫特、开创了计算机编
程语言的 2020 年图灵奖得主阿
尔弗雷德·艾侯；开发了 RISC 微
处理器的 2017 年图灵奖得主大
卫·帕特森等；首次新增邀请“能
源届” 的诺贝尔奖埃尼奖得主，
其中引领纳米技术与纳米能源
发展的 2018 年埃尼奖得主王中
林将来沪参会；美国癌症研究先
驱、2019年拉斯克医学奖得主迈

克尔·谢帕德也专程从美国来沪
参会。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主席、
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
科恩伯格； 副主席、2013 年诺贝
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将
再次克服疫情困难现场出席。

数十位中国两院院士也将
出席论坛并演讲交流，向世界贡
献“中国智慧”。其中包括“天文
学泰斗”、 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叔
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女科
技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会长郑晓
静，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
常务副校长龚旗煌，中国科学院
院士、 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中
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吴
朝晖，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
学教授杨卫，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上海市科协主席陈赛娟等。

首次设立年度主题
首次开设“碳大会”

论坛设置 14 个版块近 100
场会议及活动，涉及化学、物理、
天体、生命科学、医学、计算机与
信息学、数学等多个领域基础学
科。

本届论坛首次设立“开放科
学：构建开放创新生态”的年度
主题。

论坛将安排开幕式及“开放
科学：构建开放创新生态”主旨
会议、世界顶尖科学家闭门会议

等重要活动； 延续莫比乌斯论
坛、 青年科学家论坛、“小科学
家”科学 T 大会、少年英才交流
会等标志性论坛；首次开设聚焦
“双碳目标”的“碳大会”，全面
探讨科学减碳；健康议题系列关
注 “癌症研究”、“基因测序”
“女性与儿童健康”、 老龄健康
等；数字议题系列探索数字未来
面临的重大挑战、“人机物”三
元融合的超智能时代；还设有青
少年成长系列、国际合作系列论
坛、前沿科技系列及世界顶尖科
学家大学校长论坛、医院院长论
坛、她论坛等年度特别论坛。

推出重磅成果
国际创新协同区启动

据大会组委会透露，论坛开
幕式上将发布酝酿多年推出的
论坛重磅成果。同时，《全球科技
前沿报告》等多本论坛智库报告
将在会期发布。

论坛期间，组委会将举行国
际创新协同区全面启动仪式，发
布顶尖科学家社区最新建设发
展情况。 国际创新协同区规划面
积约 6.95 平方公里，规划居住人
口 5.1 万，分为科创研发总部湾、
顶尖科学家社区、科技创新城园
区三个片区，将打造成为“海内
外创新人才汇聚地，国际创新协
同首选地、 产城融合示范地、高
品质生活共享地”。

� � � � 晨报讯 10 月 31 日是世界城
市日，以“应对气候变化 建设韧性
城市” 为主题的 2021 年世界城市
日中国主场活动暨首届城市可持续
发展全球大会开幕式， 在位于上海
北外滩的世界会客厅举行。 上海市
委书记李强出席并致辞。 联合国秘
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发来贺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在线
致辞，联合国副秘书长、人居署执行
主任麦慕娜·谢里夫通过视频致辞。
上海市委副书记、 市长龚正宣布发
布“上海指数”综合指标体系框架
和 2021版《上海手册》。

李强指出， 世界城市日发轫于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城市， 让生
活更美好”是上海世博会奏响的主
题，既揭示了城市发展的目的，又道
出了身处城市的人们的心愿。 上海
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正
按照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的定位
要求，在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
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的同时， 着力
打造韧性城市， 加快推进城市治理
现代化。 我们认真践行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
市为人民”重要理念，把人作为城
市的核心，一切围绕人的需求展开，
坚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市民， 努力
把“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人人
都能有序参与治理、 人人都能享有
品质生活、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
人人都能拥有归属认同”的美好愿
景化为现实图景。 本届世界城市日
主题契合当前城市发展需要， 在气
候变化和各类不确定性的冲击下，

超大城市尤其需要加快韧性城市建
设， 我们期待倾听来自全球不同国
家、不同城市、不同领域的独到见解
和经验分享。

王蒙徽指出， 城市承载了全球
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 是人类的美
好家园，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
要领域， 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战
场。当前，应对气候变化处于关键时
期， 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形势愈
加严峻， 迫切需要将各方共识转变
为具体行动。 我们将在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引领下， 进一步坚定决
心，加大力度，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 以绿色低碳发展为
路径，系统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积极
应对和防范化解气候变化带来的风
险挑战，推动城市绿色、安全、可持
续发展。

麦慕娜·谢里夫表示，新冠肺炎
疫情以及气候危机带来的挑战为合
作和创新提供了机会。 今年世界城
市日活动是人居署与中国合作伙伴
密切合作的又一里程碑。 期待《上
海手册》、“上海指数”能够广泛分
享， 更好推动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目标。 希望上海展示更多“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的最佳实践。

开幕式前，李强、龚正等察看了
世界城市日中国城市发展案例展，
听取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和中国主
场活动相关情况介绍。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姜万荣
主持开幕式。上海市领导诸葛宇杰、
蔡威、肖贵玉、李逸平，交通银行行
长刘珺参加。

世界城市日中国主场活动开幕

“上海指数”综合指标体系框架发布 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今日启幕

最强大脑应约而至
今年首设“碳大会”

世界城市日发布重磅成果

“上海指数”和《上海手册》
体现更多上海元素和声音

晨报记者 唐玮

推动基础科学、倡导国际合作、扶持青年成长。 包括 68 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 131 位世界顶
尖科学奖项获得者、28 位中国两院院士、132 位国内外顶尖青年科学家、未来“小科学家”代表……
全球最强大脑，以线上、线下方式参会，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于 11 月 1 日至 3 日在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举行。 上海正为全世界科学家搭建开放交流的舞台。

据大会组委会透露，论坛开幕式上将发布酝酿多年推出的论坛重磅成果。 同时，《全球科技前
沿报告》等多本论坛智库报告将在会期发布。

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11 月 1-3 日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举行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