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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悦昕）2019年

国庆长假落下帷幕，七天金山共接

待游客逾 54 万人次。通过整合文

化和旅游资源，我区不断提升游客

的体验感，爱国旋律和大型活动等

新元素、新亮点更是点燃了整个假

期。

长假期间，我区各热门景点纷

纷注入新元素，大型活动和特色演

出不断涌现，为市民游客提供更丰

富多元的游览体验的同时，也为景

区自身增添了新名片。其中，10 月

4 日至 5 日举办的 2019 上海简单生

活节，更是为金山城市沙滩带来了

青春和活力。蔡依林、刘若英、张震

岳等明星相继登场，60 多家创意品

牌集中亮相，4.7 万名游客集聚狂

欢，夜间海面上绽放的绚烂烟花，都

持续点燃着这片浪漫海滨，向游客

展现了金山独特的滨海旅游资源。

“大型活动的带动效益非常明显，从

住宿角度来看，上海‘简单生活节’

期间，金山新城区域的酒店几乎每

家都是爆满的状态。”区文旅局宣传

推广科副科长陈叶冬表示。

同样让游客眼前一亮的，还有

在花开海上生态园举办的“世界民

族风情游园会”和“国际动物马戏嘉

年华”。活动现场，来自世界各地的

演出者们踏上户外草坪，为游客献

上了各类歌舞表演和亲子歌舞剧

《有趣马戏团》备受家长和孩子们的

青睐。随着一场场文艺演出不断走

进景区、走近游客，金山这座滨海新

城也正探寻着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

径，以文旅融合新模式打造城市闪

亮新名片。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国庆恰逢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我区各大景区

内红旗飘扬，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

日氛围。其中，枫泾古镇景区三桥

广场设置的国庆主题花卉小品吸引

大量游客在此合影留念，游客们漫

步在古镇各个巷弄小道，感受千年

古镇、水乡风情；花开海上生态园更

是以格桑花和鸡冠花摆出“70”的数

字图案和黄浦江畔地标性建筑，为

园区增添节庆氛围；金山嘴渔村则

用海渔元素布置了国庆氛围，呈现

出举国同庆的欢乐场面。

据统计，今年国庆期间，区内各

文化场所举行 164 场活动，累计接

待游客 8.76 万人次，各旅游景区

（点）共接待游客46.08万人次。

国庆节日氛围带动居民消费热

金山15家抽样商业企业销售额超亿元

城市建设让生活更美好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金山城乡建设

不断完善，立体交通、信息产业等方面的

迅速发展，让金山人往来市区的便捷感触

手可及。

新中国成立初期，金山交通设施落

后。1949年末，全县能通车的公路仅28.5
公里。到了 2001 年，金山建成第一条高

速公路——沪杭高速公路。党的十八大

以来，金山综合交通建设进入新时期，逐

步形成“3纵3横”高速公路网。截至2018
年，全区道路建设里程增加到951.3公里，

是2012年的1.2倍。

信息时代，网络与人们的生活已密不

可分。2000 年、2001 年金山连续两年把

IP 宽带网和 FTTB 宽带接入网建设列为

区政府实事项目后，率先在国内开通首个

覆盖全区的多协议、多用户、大容量、高

速度的 IP宽带多媒体通信网。2010年开

始，我区开始在公共场所推广无线网络。

截 至 2018 年 ，金 山 无 线 热 点 298 个 ，

AP1397个。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绿化祖国”运

动，到现在的“三个美丽”建设，金山居住

环境也是愈加优美。2018年，全区城市建

成区绿地率增至 38.5%，比 1997年末提高

将近 10 个百分点。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80.0%，较2015年同期上升10.4个百分点。

2012 年 9 月 28 日，金山铁路正式开通运

行。截至目前，旅客发送人数从初期的平均每

天1.3万人增至逾3.3万人，累计发送旅客突破

6000万人次。

国庆长假期间接待游客逾54万人次

文旅融合打造金山闪亮新名片

胡卫国会见镇沅县县长

加大扶贫协作力度
本报讯（记者 唐屹超）近日，区

委副书记、区长胡卫国会见镇沅县委

副书记、县长罗舜，双方就进一步做

好扶贫协作、深化交流进行座谈。

胡卫国表示，脱贫是一场攻坚

战，也是一场持久战。金山将继续投

入优质教育资源，聚焦医疗卫生，并

助力当地劳动力实现就业增收。此

外，还将关注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问

题，为今后两地合作交流打下基础。

罗舜介绍了镇沅县脱贫攻坚工

作现状及下一步计划，希望结合两地

市场特点，发展加工业，树立品牌产

品。同时，加大地方人才的培养，为

区域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据悉，今年 4 月镇沅县正式脱贫

摘帽，但距离致富还需多方共同协作

努力。

本报讯（记者 陈建军）国庆长

假期间，我区市场供应充足，商业运

行平稳有序，各商业企业围绕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并结合商场特色精心

组织了一系列主题活动，进一步营

造节日氛围，集聚人气、吸引消费。

此外，为期一个月的“2019金山购物

节”也在火热进行中，依托全区重点

商圈及特色商业街，通过与多家老

字号品牌企业和本土品牌企业联

手，全方位打造金山消费新模式。

国庆假期销售上升

长假期间，我区 15 家抽样商业

企业共实现销售额 1.1亿元，同比上

升 0.2%。其中，购物中心业态共实

现销售额 7290.7 万元，同比增长

4.4%。金山万达商场主力店优衣

库、H&M和永辉超市等推出特价优

惠活动带动人气；百联金山购物中

心今年新开业的UOOMOO、名创优

品等增加了商场经营体量和销售；

光明 KOKO 都乐汇 DFC 影城陆续

上映一系列爱国主义影片，带动了

一波观影热潮。易家中心 MJ、微品

仓等零售服饰商户特卖活动吸引了

客流，销售额较往年有所提高。此

外，超市卖场业态实现销售额 943.2
万元；住宿餐饮业态实现销售额

160.5万元，同比增长 11.9%；建材市

场业态实现销售额 2334 万元，同比

增长4.7%。

营销活动主题多样
长假期间，我区商业企业纷纷

开展各具特色的营促销活动。金山

万达举办了 2019 金山购物节婚嫁

展、好童声音乐会、芭蕾嘉年华等人

气活动，吸引了大量客流。百联金

山购物中心推出了“9”想和你在一

起周年庆、璀璨珠宝荟、“礼赞国庆”

等主题活动，并在广场举办百联职

工主题歌唱会、市民大舞台等表演，

为商场带来了人气。易家中心开展

了“国庆！来客有礼！”“祖国！生日

快乐！”等活动，提升了商场人气。

此外，欧尚、农工商等超市也均举办

了分类折扣等活动吸引消费，进一

步烘托节日氛围。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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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花开海上核心景区鸟瞰花开海上核心景区 陈志军陈志军 摄摄

本报讯 （记者 金
宏 朱悦昕）“妈妈，我

可不可以不要再做化

疗了，我好难受。”“妈

妈一定会治好你的！

一定！我们一定会等

到合适的配型的。”

为了让更多人了

解造血干细胞捐献，鼓

励更多青年人成为中

国造血干细胞资料库

的入库志愿者，为病患

点燃生命的希望，昨天

下午，“为了生命的希

望工程”——2019 年金

山青年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者统一行动暨

大型公益话剧《髓愿》

金山专场在区文化馆

剧场演出。

作为我国首部反

映造血干细胞捐献志

愿者群像的舞台剧，话

剧《髓愿》由上海市红

十字会出品，上海话剧

艺术中心制作演出，以

“金山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为主要原型，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讲

述了发生在我们身边

的关于造血干细胞采

集、捐献、移植的大爱

故事。

演出前，区委书记

赵卫星与金山造血干

细胞捐献志愿者合影

留念，对他们的义举表

示高度赞扬。赵卫星表示，捐献志愿

者们的举动不仅挽救了受捐者的生

命，更是挽救了一个个家庭，是全区

上下学习的榜样，充分彰显了金山好

人现象。

话剧演出过程中，一根线索、三

个时空、十个人物，串起了一群平凡

人不平凡的故事。他们用自己的行

动，践行着人道的宗旨，演绎了博爱

的情怀。随着话剧演出走向高潮，艺

术家们触动心灵的演出，更是感动了

观众们。（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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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兵女兵同款口红热销、国产电

子产品抢手、红色旅游飘红……今年

国庆节期间，爱国主题文化类消费、

国货品牌消费增长迅猛，浓郁的“家”

“国”情怀带“红”了整个国庆消费。

苏宁国庆大数据显示，10 月 1 日

至 7 日，国产品牌销量同比增长

16.2% ，是进口品牌销量增长的 4
倍。其中，大家电、小家电、智能数

码、美妆和箱包的国产品牌销量分别

同比增长 38.5%、25.6%、15.2%、163%
和270%。

在微博上，“阅兵女兵中国之美”

连同女兵同款口红、“阅兵妆”粉底一

同上了热搜。玛丽黛佳、百雀羚、谢

馥春、自然堂等国产化妆品品牌，在

国庆期间销售再创新高。天猫数据

显示，黄金周期间国货表现亮眼，10
月 1日成交额前十的美妆品牌中有 8
个是国货品牌。

在南京建邺区金鹰购物中心的

手机销售区，销售员小杜说，长假期

间，华为手机最受年轻人喜爱，特别

是新出的“mate 30 pro”型号，国庆

前店里备货 20 多部，结果长假才过

三天就只剩一部样机了。一位正在

看手机的顾客告诉记者，现在国产

手机很多技术都赶上来了，比如长

截图、左右划屏翻页、页面编辑制

作、双卡双待双通等，“加上国产机

价格还便宜一大截，自然越来越受

大家欢迎。”

不只是电子产品、化妆品等国产

品牌变得抢手，红色旅游也越来越

“红”。“飞猪”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在

飞猪上预订境内游的人数同比增加

42%，增速超过出境游。10 月 1 日至

3日，延安、石家庄、吉安、重庆、南昌、

湘潭、遵义、北京、徐州、嘉兴等红色

经典旅游目的地，酒店预订同比增速

平均超过了 300%，其中预订延安酒

店的“00后”更是暴涨超20倍。

国庆消费数据折射国人对中国

文化的认同感，也改变着国民对潮流

文化的理解。“饿了么”数据显示，10

月 1日至 3日，全国一共有 1.1万单订

单备注了“国庆快乐”。普天同庆的

节日里，还有很多“最可爱的人”坚守

岗位。国庆前 3 天，共有 7.5 万单送

到了交通（交警）大队，近 1 万单送到

了环卫站点。弹唱客户端“唱鸭”数

据显示，10 月 1 日当天，“00 后”偏爱

用弹唱的方式向祖国母亲表白，歌曲

《我和我的祖国》成为最受欢迎的曲

目。

苏宁国庆大数据显示，35岁以下

群体成为国产品牌的主要消费人群，

占比50.8%。越来越多的国内消费者

选择国货，“以国为潮”。

据新华社

在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的假期，由“中国天眼”发现

并通过认证的脉冲星由 93
颗增加到 96 颗。中科院国

家天文台“中国天眼”团队

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在观

测和运维岗位上满负荷工

作，为一个个科学领域的梦

想坚守。

今年国庆是“中国天

眼”投入 24 小时全天候观

测之后的首个长假。除国

庆节当天集体收看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大会现场直播外，位于贵州

省平塘县的观测基地里，假

期排班跟平常没有区别，以

确保望远镜处于最优状态。

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

“中国天眼”观测计划负责

人钱磊说，因为 9 月份“中

国天眼”捕捉到多次重复爆

发的快速射电暴，所以国庆

假期这几天，专门安排更多

的跟踪观测，监测这种快速

射电暴。“对重复快速射电暴的脉冲

进行统计研究，寻找潜在的规律,我
们希望弄清这类快速射电暴的本

质。”钱磊说。

实际上，对于快速射电暴这种

“宇宙深处的神秘电波”，国际天文学

界迄今还没有合理解释。“中国天眼”

副总工程师、国家天文台射电天文研

究部首席科学家李菂两年前已预见

到，“中国天眼”安装多波束接收机进

行多科学目标同时巡天后，会新发现

几十个快速射电暴。能观察和研究

的样本越多，科学家就越有可能准确

破解其中的秘密。

有持续的科学产出才能保证一

台望远镜的生命力，以“回馈国家,回
馈公众”，这是原“中国天眼”首席科

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对同事们的

谆谆教诲。

国庆节前夕，南仁东荣获“人民

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南仁东的学

生、“中国天眼”调试组控制专业组长

孙京海说：“这是国家对南老师毕生

付出的肯定。我们一定不负使命，持

续升级望远镜的软硬件，沿着南老师

的脚步前进，确保‘中国天眼’世界一

流射电望远镜的地位，为中国科学事

业贡献力量。” 据新华社

二、小区综合排名
达标小区（193个）：芙蓉二村、

恒和小区、临潮三村、康鑫小区、汇安

小区、阳光美郡、荡田新村、万达华

府、宝华海湾城、振阳新村、东岭豪

苑、合生海景、鸿芸小区、绿地一期、

石化十三村、云枫苑（西）、枫阳新村、

蓝滨嘉苑、三岛龙洲苑、金瀚园、汇福

馨园、住盛小区、金旭花苑、山康花

苑、恒信小区、上景园、镜中苑、万盛

金邸、滨海二村、卫龙新村、石化三

村、石化四村、新天鸿高尔夫别墅、山

青小区、碧桂园、廊下新村、鑫枫苑、

优山美地、金天地、山鑫公寓、东林豪

庭、豫园雅郡、宝华铂翠、新汇景园、

荣禄苑、富民二村、紫迪兰庭（西

区）、明卫佳苑（西区)、新苑小区、新

桥小区、康兴苑、碧海云居、海趣馨

苑、金亭花苑、中冶枫郡、金山世纪

城、富川大楼、绿地金卫新家园东区、

汇丰馨苑、山鑫阳光城、寺平新村、留

溪佳园、白牛新村、翔茂新村、金海岸

花园、海上明珠园、古松名苑、中心新

村、康发小区、恒祥小区、景乐苑、新

溪二村、玉兰新村、海悦馨苑、中庭花

苑、珠港华庭、金浦苑、园中苑、紫藤

苑、广宇大楼、金桂花苑、云枫苑

（东）、古城新苑、梅州大楼、森海豪

庭、金山名都、吕巷名苑、赞成红树

林、棕榈湾花园、金山豪庭、临源二

村、绿地二期、创欣名苑、清枫丽舍

（正荣璟园）、南安新村、老西门花苑、

绿地金卫新家园西区、海上纳缇、宏

阳小区、朋鑫苑、长城逸府、金轩别

墅、特色民居、御龙景苑、海浒新村、

石化十村、紫菱苑、金玉豪庭、运河佳

苑、海滨新城、华亭新村、紫迪兰庭

（南区）、滨海三、四村、始尚佳苑、佳

田苑、绿地玲珑苑、万和家园、君逸公

馆、清风别墅、华府海景、东礁一村、

蒙山、龙胜大楼、紫迪兰庭（北区）、康

发新苑、枫光苑、枫香名苑、明卫佳苑

（北区)、景乐南一村、龙湾华庭、龙泽

园、石化二村、临潮二村、万安世家、

富民新村、兴康公寓、卫康花苑、东泉

新村、临潮一村、寺北小区、鸿越华

庭、恒祥苑、建元景苑、建新二村、玲

桂花苑、海棠新村、万祥金邸、华光紫

荆苑、天乐苑、香颂湾、桥英馨苑、石

化十一村、兴东小区、南亭佳苑、御景

龙庭、景乐北二村、东礁二村、弘泽阳

光园、星东花苑、城西花苑、紫金名苑、

榆松苑、胜利新村、石化一村、东礁三

村、凤翔东村、星光花苑、东门苑、秀洲

小区、丽水嘉园、金山名邸、明卫佳苑

（南区）、海皓馨苑、广安小区、郁金香

庭、锦汇华庭、临源一村、山龙新村、亭

升苑、轩和苑、万安新村、金榜逸家、南

圩花苑、华成名邸、青年公寓、新建小

区、东林苑、松锦小区、罗星小区、牡丹

新村、教工小区、金龙新村、康乐小区

基本覆盖小区（70个）：农兴苑、

枫岸华庭、石化六村、石化八村、南圩

新村、桃源名庭、景展家园、金荷雅

苑、石化九村、金悦华庭、石化十五

村、梅州新村、天都华庭、秀州阁、飞

虹南村、现代华亭、万安金邸、康宁家

园、金来苑、广鑫苑、旭辉府、海欣家

园、临仓小区、秀州新村、凤翔新村、

现代御墅、东泉一村、石化十二村、金

玉良苑、金昌苑、桥英花苑、恒顺馨

苑、飞虹北村、山鑫康城、恒康小区、

辰凯花苑、东礁四村、晶珑俪榭、山鑫

联城、滨海一村、红菱苑、秀州苑、幸

福新村、珠溪苑、金域蔚蓝、紫薇园、

新洲小区、红旗新村、万寿新村、正荣

御首府、浦银一村、北圩小区、滨海花

苑、海尚馨苑、蓝色收获、公园新村、

和平新村、万安公寓、新山龙、华光百

合苑、杭州湾家园、枫阳小区、水韵紫

（悦）城、秀南小区、海辰馨苑、石化七

村、钟楼新村、汇佳新苑、隆亭家园、

金房花苑

其他小区（8个）：浦银小区、大寺

新村、白牛二村、万春苑、金康花苑、明

珠新苑（一票否决）、东林公寓（一票否

决）、景富公寓

金山区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
联席会议办公室
2019年10月9日

2019年9月份金山区各街镇、工业区及各小区

生活垃圾分类实效综合测评结果公告

现将本区 2019 年 9 月各街镇、工

业区生活垃圾分类实效测评结果按照

得分的情况，由高到低公布如下。

一、金山各街镇、工业区综合排名

各街镇、工业区

漕泾镇

吕巷镇

张堰镇

金山工业区

枫泾镇

石化街道

金山卫镇

亭林镇

山阳镇

廊下镇

朱泾镇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国货潮牌带“红”国庆消费 ﹃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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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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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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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布

茹玛汗·毛勒朵是一名柯尔克孜族牧民，

今年 77 岁。她生命中绝大部分时光，在

祖国最西端的边境线上度过。50余载，只

为守护国家边境。每日跋山涉水、夜宿雪

岭、攀爬峭壁……路途上，唯有孤独、危

险、寒冷相伴。她走过20多万公里山路，

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山石上亲手刻下

10多万块“中国石”。极致的忠诚热爱、坚

定执着，感动中国。

新华社 发

中国，一生的守护

说明：根据各居住区测评得分

情况，分为三个等级：达标小区、基

本覆盖小区和其他小区。四分类

容器不齐全、干湿不成组或无任何

宣传告知的为一票否决小区，直接

作为其他小区。

（上接第1版）部分捐献志愿者也来

到活动现场，上台接受鲜花和敬礼，

现场更是掌声不断。市红十字会党

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张浩亮等出席演

出活动。

前来观看演出的中侨学院学生诸

晓晨告诉记者：“一方面是得到了科

普，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方法是很安全、

很健康的。另一方面，我深受感动，如

果有机会我也会愿意参加捐献。”

截至目前，金山区共有 7908人加

入资料库，41名志愿者成功捐献造血

干细胞，造血干细胞捐献的“金山现

象”被传为佳话。

也正是这样的大爱，让《髓愿》的

主创团队多次来到金山采风，深入挖

掘他们身上的感人故事，希望能通过

这部剧，让更多人能了解造血干细胞

捐献，能够引起大家对生命的敬畏和

热爱，鼓励更多青年人成为中国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的入库志愿者，

为血液病患者点燃生命的希望。

“金山好人现象让我们非常感动，

正是因为这些志愿者、这些平凡的英

雄，他们真实的故事让我们对这个剧

的创作有了更多感情上的动力，从而

能够更投入地把这个戏制作出来。”演

出结束后，主创人员代表也再次表达

了对“金山好人”的敬意与感谢。

据悉，该剧由上海话剧中心一级

导演周小倩执导，国家一级舞美桑琦

设计，舞台背景图案由我区金山农民

画家曹金根提供，于 10月 8日、9日在

区文化馆剧场舞台连演两场。

又讯（记者 杨嘉婕 樊国庆）10
月 4 日 晚 ，“ 为 了 生 命 的 希 望 工

程”—— 2019 年上海市青年造血干

细胞捐献志愿者统一行动暨大型公

益话剧《髓愿》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首演。

现场，副市长、市红十字会会长宗

明向17位获奖者代表颁发市“青年五

四奖章”并与演员代表、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代表合影留念。市政府副秘书长

顾洪辉，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会长张浩亮，区委副书记、区长胡卫国

出席活动。其中，亭林镇村干部、上海

市第400例捐献者王东华和吕巷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上海市第 406
例捐献者王琦上台领奖。

据悉，《髓愿》已于 10 月 4 日至 6
日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连演四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