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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中国邮轮进入第

二个黄金十年新发展阶段， 邮轮
经济正经历由 “高速度增长” 向
“高质量、 高品位发展 ” 转变的
关键升级 。 昨日 ， 市政府新闻
办举行发布会 ， 介绍了宝山区
立足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 助力
上海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

关情况 。 据悉 ， 目前 ， 上海已
成功获批首个中国邮轮旅游发

展示范区 ， 而宝山作为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的所在地 ， 将着力
打造国际邮轮之城， 形成千亿级
邮轮产业链。

邮轮游客体验待提升

据宝山区副区长苏平介绍 ，
从 “精钢宝山” 到 “邮轮之城”，
从 “钢花绚烂” 到 “浪花澎湃”，
宝山聚焦邮轮这一优势领域， 明
确了具体发展目标， 即： 迈向更
富魅力的国际邮轮之城。

他指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宝山围绕邮轮服务创新， 持续提
升邮轮游客体验。近年来，宝山依
托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 ，在
交通、文旅、口岸等职能部门的支
持下，联合口岸联检单位，围绕邮
轮母港探索打造了一系列创新服

务， 如 “邮轮口岸便捷通关条形
码”等，有效提升了邮轮口岸通关
效率。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更进一
步，加快推进智慧邮轮港建设，打
造具有全球一流水准的无摩擦进

港体验；同时，针对邮轮旅游中存
在的市场顽疾、文化冲突等问题，
加快向全国推广邮轮船票， 加快
建设邮轮港入境免税店， 同时继

续举办邮轮文化中国行， 访问港
欢迎仪式等活动， 向广大游客和
市民深入介绍邮轮旅游、 传播邮
轮文化，让更多人知晓邮轮、体验
邮轮、爱上邮轮。”苏平表示。

邮轮免税店将开张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宝山将
按照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的高要

求， 进一步在滨江地区完善优化
旅游、文化等功能性设施布局，加
快建设具有邮轮特色的商业综合

体等服务业项目。
其中， 邮轮港购物休闲配套

将得到进一步完善。数据显示，近
两年口岸出境免税店营业额年均

1.2 亿元，坪效达每年 24 万/平方
米。

而据苏平透露， 今年进博会
期间 ， 营业面积达 1700 平方米
的国内首个邮轮港进境免税店将

正式开业， 成为上海购物新的亮
点。

值得一提的是， 想要建成邮
轮之城， 本土配套产业链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 为此， 宝山进一步
围绕营商环境优化， 持续打造千
亿级产业链。 据悉， 宝山区已于
去年出台具体实施意见， 每年拿
出不少于一亿元用于支持邮轮经

济发展。 今年， 宝山对 “35 条”
进行了优化， 主要是对扶持力度
进行了再加码。 目前， 宝山已经
与中船集团、 地中海邮轮等业内
翘楚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

系， 争取在全国率先形成一条真
正覆盖上中下游的邮轮全产业

链， 并且这条产业链的规模将达
到千亿级。

精耕邮轮口岸第一印象

2012 年， 国家旅游局批准上

海成为中国首个邮轮旅游发展实

验区， 七年来， 实验区的示范功
能和引领作用得到业界广泛认

可 。 为进一步推动邮轮经济实
现高质量发展 ， 国家文化和旅
游部近日正式批准同意上海创

建首个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

区 ， 并要求上海积极推动邮轮
产业政策创新 ， 引领中国邮轮
经济高质量发展 ， 增强服务国
家战略发展能力 ， 打造邮轮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 ， 为
各地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在中国邮轮旅游发展方面起到更

好的示范作用。
对此， 下一步， 申城将聚焦

服务能级提升 ， 打造邮轮母港
中国标准体系 。 包括 ： 通过完
善配套 ， 提升邮轮服务对象感
受度 ； 通过创新监管 ， 提升邮
轮服务水平领先度 ； 通过打造
标准 ， 提升邮轮服务品牌美誉
度 ； 通过依托平台 ， 提升邮轮
服务功能辐射度 ， 并努力将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打造成为接待

游客量世界前三位的国际一流邮

轮母港。
不仅如此， 据市文旅局副局

长张旗介绍， 市文旅局也将深化
邮轮旅游产品创新 ， 形成层级
丰富 、 特色鲜明的邮轮旅游产
品体系 ； 加快邮轮旅游目的地
建设 ， 推动邮轮旅游和全域旅
游协同发展 ， 开发内涵丰富 、
主题鲜明的入境邮轮航线和邮

轮目的地产品 。 “除了持续开
发出邮轮岸上线路 ， 我们还会
积极打造邮轮口岸第一印象 ，
比如 ， 今年 ， 我们为到访的 12
艘邮轮逾万名外国游客都送上

了上海旅游纪念品 。 我们希望
邮轮港 、 邮轮旅游可以成为展
示上海形象的重要渠道。” 张旗
表示。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叶佳琦） 在中国邮轮经济
进入由 “高速度增长 ”向
“高质量、 高品位发展”转
变的关键时期， 特别是在
上海获批为中国邮轮旅游

发展示范区的背景下 ，宝
山的“邮轮城”建设将会得
到哪些助力？ 上海的邮轮
经济又会带来哪些变化 ？
中国的邮轮旅游又会带来

哪些惊喜？ 10 月 9 日至 11
日 ，2019Seatrade 亚太邮轮
大会将在上海宝山拉开帷

幕， 这些问题的答案即将
一一揭晓。

据悉，作为邮轮领域三
个 A 级会议之一 ，Seatrade
亚太邮轮大会在邮轮业界

拥有非凡的影响力。 前三
年在宝山举行的 Seatrade
亚太邮轮大会在宣传推介

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环境 、
培育中国邮轮旅游消费市

场、 扩大上海在亚太邮轮
行业的影响力等方面都取

得了不错的成效。 本届大
会将聚焦“邮轮之城，魅力
之都”主题，共同探讨亚太
地区邮轮市场的发展及其

未来前景。 在三天的会期
里，2019 亚太邮轮经济 50

人高峰论坛、 全球邮轮领
袖论坛、 亚太区域邮轮全
产业链发展论坛、 邮轮海
事论坛等 23 场论坛及活动
将相继举办。

记者了解到，由于近年
来全国各地纷纷布局邮轮

港口，且包船模式、航线单
一等原因， 中国邮轮市场
发展放缓。 面对这些挑战，
宝山已有前瞻谋划， 明确
全力打造国际邮轮之城 、
智能制造之城 “双城战
略”， 提出将面向全球，创
造高品质生活， 推进城市
优化升级，实现从“国际邮
轮母港” 到 “国际邮轮之
城”的战略转型。 依托吴淞
口国际邮轮港优势， 积极
延伸邮轮经济全产业链 ，
全面融入全球邮轮经济分

工合作， 打造成为亚太邮
轮企业总部基地和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邮轮经济中心

之一。 开幕仪式上， 中国
（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
区将正式揭牌，《中国 （上
海） 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
总体方案》和《中国（上海）
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三年

行动计划 （2019-2022）》也
将发布。

亚太邮轮大会
下月在沪举行

相关报道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叶佳
琦） 昨天，由中共上海市普陀区
委宣传部、普陀区档案局（馆）共
同主办，普陀区文化馆、普陀区
收藏家协会参与协办的“团结奔
小康”普陀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市民生活实物展
在普陀区文化馆开幕。

据悉，实物展以具有普陀特
色的实物展品为载体，以时间为
线索，通过场景还原、柜台展示
等多种形式， 反映 70 年来普陀
普通市民生活的发展变化。整个
展览从细微处着手，用市民日常
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品，采用以
小见大的表现手法， 展现 70 年
辉煌。

记者见到，为围绕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这一主题， 展厅现场
用 100 余个搪瓷杯 ， 摆成一个
“70”的造型。搪瓷杯是一个时代
的回忆，展示的搪瓷杯中有很多
还是原来普陀区内工厂定制生

产的。 再如，曹杨新村是上海第
一个工人新村。现场展示的一组
图片，就是当年媒体拍摄的一户
工人家庭，从破败不堪的茅草房
搬到曹杨新村的照片，反映了工
人生活居住条件的飞跃。另外十
余张工人家庭的各类奖状，体现
了我们工人阶级吃苦耐劳的优

秀品质。 普陀区境内既有造币
厂，也有印钞厂。 1949 年，为统
一全国货币体系，建立社会主义
新的金融制度，新版人民币的印
刷提上议事日程。此次展览展示
的实物中，还包含有当时印钞厂
印制的首版人民币。 此外，还有
建国初期有代表性的旧报纸、弄
堂里厢的场景还原 、80 年代的
婚房、各式摄影摄像、通讯设备
等等实物的展示。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上海普
陀城区史》首发仪式。 全书从空

间变迁、组织沿革、近代工业兴
起、新兴综合工业区建设、改革
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与转型、城区
更新与市政建设、教科卫体事业
发展、民众生活变迁、历史文化
遗存与记忆等九个篇章，较为全
面、系统地记述了普陀区经济社
会发展历程。

开幕式后，此次实物展将自
即日起至 10 月 20 日，面向社会
公众免费开放，《上海普陀城区
史》一书也将陆续发放到区内外
各文化场所和机构。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郭
娜） 开学之际， 上海财经大
学举办了 “青春告白祖国 ”
启动仪式暨开学第一堂思政

课。 在这堂课上， 充分展示
上财学子暑期社会实践的青

春风采和爱国情怀， 引领上
财青年学子共同见证祖国的

伟大成就。 活动分为四个篇
章： 青春告白祖国、 青春见
证成就、 青春奉献祖国和青
春歌唱祖国。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 青
春告白祖国篇章开始。 上海
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朱鸣雄

总结了学校暑期社会实践

及千村调查 2.0 实施情况 ，
介绍了校党委书记许涛一

行赴贵州省遵义市平塘村

看望贫困学生 ， 慰问在道
真县支教的学生们 ， 并与
千村调查小组入村实地调研

情况。
3 名千村调查优秀学生

代表分享了 “我的千村故
事 ”。 金融学院的本科生雷
永罛分享了脱贫攻坚的青春

印记。 他通过深入国家级贫
困县道真县的 9 个村调研 ，
亲身感受到了农村所发生的

天翻地覆的变化， 感受到了
脱贫攻坚所取得的巨大成

果， 更加坚定了 “青年一代
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

放飞青春梦想”。
来自金融学院的本科生

曹天姿分享了一个老兵的

家国情怀 ， 呼吁当代青年
也要把自己投入到时代发

展的洪流中去 ， 与祖国同
呼吸 、 共命运 ， 把自己的
青春书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
把中华民族爱国 、 奉献的
民族文化 ， 世世代代传承
下去。

马克思主义学院黄飞老

师点评了 4 位新生同学的发
言， 并希望青年学子不仅要
仰望星空 ， 还要脚踏实地 ，
自觉将青春梦融入中国梦 。
最后， 全体师生合唱 《我和
我的祖国 》， 共同表达歌唱
祖国、 爱我中国的时代最强
音。

70年普陀居民生活实物展开幕 我的青春故事
见证伟大成就

上海财经大学“青春告白祖国”启动
即日起至10月20日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市政府新闻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