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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任香港中旅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晨报讯 日前，中共中央批
准，陈寅同志任香港中旅（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免去其上海市委
常委、委员职务。相关职务任免按
有关法律和章程的规定办理。

为推进长三角更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展
现更大作为

晨报讯 上海市委、市政府昨
天召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
家战略三周年调研座谈会。市委副
书记、市长龚正指出，要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
示精神，全面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规划纲要，滚动实施三年行动计
划，按照市委部署要求，发挥好上海
的龙头带动作用，积极推进重点领
域合作和重点区域建设，为推进长
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展现更大
作为。
龚正指出，上海要增强功能辐

射，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
个关键，打破行政壁垒，努力实现从
“各补短板”走向“共拉长板”，避
免“零和竞争”做到“合作共赢”，
在深化“项目协同”的同时迈向
“共同行为准则”。

龚正指出，要聚焦重点，加快建
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长三角科技创
新共同体，合力提升科技创新策源
能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营造创新
发展环境。要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
联合开展产业链补链固链强链行
动，深化跨区域产业园区合作，全力
推进数字长三角建设。要带动长三
角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
次对外开放，充分发挥浦东高水平
改革开放引领作用，加快虹桥国际
开放枢纽建设，加强自贸试验区联
动发展。要推动长三角生态环境联
防联治，高水平建设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要持续提升社会保
障便利化水平，推动文化旅游联动
发展，深化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要健全完善合作机制，加强统筹协
调，凝聚各方合力，确保各项工作落
地见效。

持续从严落实疫
情防控各项要求

晨报讯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
龚正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
议，强调按照市委部署，持续从严落
实疫情防控各项要求，持续完善重
要民生商品价格调控机制。
会议指出，进博会召开在即，多

项重大活动正在上海举办，要高度
重视疫情防控工作，决不能有丝毫
麻痹大意。要增强忧患意识和底线
意识，进一步压实责任，紧盯六个关
键点关节点，从严从紧落实入境口
岸、隔离场所、医疗机构等高风险源
的管理责任和措施。要继续在精准
精细上下功夫，特别是在应急处置
方面，要用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快
速锁定、快速处置，把疫情对经济社
会影响降到最低。

会议原则同意《关于本市完善
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调控机制的实施
方案》并指出，保障重要民生商品
生产供应和价格稳定事关人民群众
基本生活，意义重大、影响广泛，要
进一步完善调控机制，更好保障粮
油肉蛋菜等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

晨报记者 谢

第四届进博会即将拉开帷
幕，企业展各大展区已进入最后
的冲刺布展阶段。
昨天，记者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中央广场看到，各省市综
合形象展示区也已基本完成搭
建，其中上海馆位于中央广场西
侧入口，面积达 540 平方米，为
历届之最。现场设置了序厅和以
“百年华章”、“智造未来”、“可
持续时尚”为主题的三大展区，
同时还首次打造了一个数字孪生
的“云上上海馆”。

步入序厅，一件极具张力和
动感的大型景观雕塑 “上海之
眼”，通过拉升文字呈现上海的
天际线，形成席卷大地之壮景，管
窥城市的高速发展。
“百年华章”展区以最具海

派建筑代表的石库门墙体糅合木
纹肌理展示台，赋予石库门更现代
化的表现手法，承载烟火人间的美
食记忆和温润精致的文化体验。
值得注意的是，展区共呈现

了 36个品牌，其中就包含了 25
个上海老字号的百余款产品、9
个新品牌和 2个上海企业的海外
著名品牌、5个非遗项目。通过展
现上海品牌的实力新品、老字号
的新潮流、上海商业文化的软实
力，以呼应 2035 年“人文之城”
的远景目标。
“智造未来”展区重点彰显

了本土制造数字化、智能化升级，
遴选焕发创新活力的消费类上海
制造代表性企业，通过传统“三
大件”迈向智能化“新三件”的
跨时代创新，体现数字化转型赋
能上海制造品牌迈向智能智造、
卓越制造，呼应 2035 年“创新之
城”的远景目标。
“可持续时尚”展区则以上

海时装周具有国际知名度的 15
个时装设计师品牌和 4 个美妆
个护品牌为展示内容，通过本土
设计师的上海舞台、绿色可持续
的上海探索，体现上海时尚引领
全国，践行新发展理念，促进绿色
发展，呼应 2035 年“生态之城”
的远景目标。

依托上海市贸易促进委员会
的“云展平台”，今年上海馆首次
打造了一个数字孪生的“云上上
海馆”，除了同步线下的展馆与
展品，还突破空间限制，不仅收录
有品牌与展品的详细信息，还叠
加了品牌推介、线上洽谈、线上交
易、活动直播等内容，将共同提升
上海馆的功能性和影响力。
上海馆三大展区还将联合打

造“上海品牌进博首发”新品集
合店，59 款年度新品、24 款当季
新品、6 款进博首发新品将集中
亮相，与“四叶草”场馆内的国际
品牌同台竞技，引导本土品牌加
速创新升级。

晨报记者 谢

第四届进博会已经进入了最

后的布展冲刺阶段，记者昨日走访
了各大展区提前探馆，为大家提前
揭晓即将正式亮相的“展品之最”。

还记得去年消费品展区的热
门打卡点———来自优衣库的巨型
羽绒服吗？今年进博会上，这一消
费品展区最大的展台又带来了一
条世界最大的“一线成型”3D针
织裙。

记者在现场看到，展台的“C
位”悬挂着一条长近 3 米的针织
裙，其右臂上缠绕着的红线兜兜转
转，又系上了一旁的 3D 全成型无
缝针织机。记者获悉，这条针织裙
采用了升级后的一次性立体编织
技术，无需裁剪、没有缝线，编织机
可以一次性完成编织，成型后服饰
的穿着舒适度也将大大提升。

你知道吗，世界上度数最高的
镜片可以达到 10800 度，佩戴者

是一位摄影师。
记者在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

展区的依视路展台就找到了这样
一款特殊的镜片，与众不同的是，
镜片的外圈基本是磨砂的材质，厚
薄与普通镜片基本一致，而镜片中
央则是一小块明显加厚的圆形镜
片。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样
的设计也是希望在满足使用者的
刚性需求之余，也尽可能地减轻佩
戴负担。

据悉，国内病理性近视患者近
视度数的最高值大约在 4800 度，
但目前中国市场上的解决方案极
限一般在 3000 度，如果超出这一
极值，一般只能采用“隐形 +框
架”的叠加方案。而这款即将在今
年进博会上首发的定制镜片，可以
提供最高达 10000 度近视、900度
远视以及 3000 度散光的解决方
案。

据悉，第四届进博会上的医疗
展区共有来自 33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 350 家企业参展，其中世界 500
强龙头达 70余家。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亮相该展区的各类首发首展
新产品、新技术将远超前三届，一
系列备受期待的“全球新”“亚洲
新”“中国新”将集中登场。

技术装备展区可以说是历年
进博会现场最为重磅的展区了，一
系列漂洋过海来到上海的“大家
伙”都将在 3、4 号馆吹响集结号。
目前，各个展台还处于紧张的布展
收尾阶段，一部分提前就位的亮眼
展品已提前亮相。

例如在日立 ABB 电网的展
台，一台需要每一位观众退后几
步、仰起脖子看的大型展品就十分
吸睛。

据介绍，这台打桩机的动臂长
度为 12 米、头杆长 5.8 米、作业高
度达 18米，而其最大举伸高度可
达 21.4 米。由于 3号馆是目前“四
叶草”各馆中唯一一座独立、未加
层的展馆，在此处亮相的最高展品
也基本可以被视作今年进博现场
的“全场最高”。

在技术装备展区，记者还找到
了此前就曾剧透过的乒乓球机器
人。据悉，这台来自欧姆龙的机器
人 FORPHEUS 能够同时进行双
人拉练，借助AI技术能够把握玩
家的生物和动作信息，从而制定可
调节积极性的双打方案，提升伙伴
间默契度。

记者 叶松丽

晨报讯 记者昨日从上海市
大数据中心获悉，“随申办”上线
“进博随申”服务专栏，将以丰富
权威的服务内容、敏捷快速的响应
反馈、鲜明多彩的设计体验，充分
体现线上进博会风采。

据介绍，“进博随申”为参展

商和专业观众提供追新闻、赏云
展、选交通、约车位、找展商、品美
食、看展馆、享服务、查活动、兜上
海等十大精品服务，服务好进博会
展商和观众。
同时，“进博随申”提供实时

公告通知，同步进博现场最新动
态；精心为各国进博参展商提供投
资地图和丰富的参观路线。

此外，市大数据中心还将依托
数据驾驶舱开发进博会大数据分
析专题，更好地辅助保障进博会管
理服务。
“进博随申”服务专栏和进博

驾驶舱作为数字赋能进博会的有
益实践，将进一步助力进博服务保
障更精细、运行更平稳、进博品牌
更响亮。

[关注第四届进博会]

进博会上海馆面积创新高
今年还有数字孪生云上馆

抢先打卡进博之“最”
最大针织裙、最高度数镜片分别长啥样

“随申办”上线“进博随申”专栏

在日立 ABB 电网的展台的这台打桩
机动臂长度为 12 米 世界最大的“一线成型”3D 针织裙 本版图片/晨报记者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