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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百年工业博览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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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电站辅机厂 、 新一
棉、制皂厂、杨树浦煤气厂、杨树
浦发电厂……这些在上海赫赫有
名的老厂房，即将“变身”，以全新
面貌与市民见面。

记者昨日获悉，9 月 28 日，杨
浦滨江南段大桥以东 2.7 公里公
共空间 （杨浦大桥至杨树浦发电
厂）将向广大市民开放。这是继去
年 10 月杨浦大桥以西的 2.8 公里
岸线贯通开放后， 杨浦区再次开
放滨江空间。 这也意味着，“百年
工业博览带”已经初步展现，市民
可以近距离聆听百年工业文明的

交响乐章。

巨大厂房“穿越”历史

从杨浦大桥向东走 2.7公里第
一站，这里是原电站辅机厂装配车
间，占地 17000多平方米，巨大的工
业厂房使人仿佛进行了空间穿越，
视觉冲击和历史体验极为震撼。

电站辅机厂前身为创建于

1921 年的慎昌洋行， 历经变迁曾
是国内规模最大、 品种最多的电
站辅机制造企业。 拥有漫长历史
的厂区如今像一个工业建筑博物

馆： 电站辅机厂东部厂区还保留
着百年通用电气老车间、 东欧教
堂风格的核电车间建于上世纪 70
年代……

滨水岸线上一系列的高桩码

头蜿蜒曲折， 原地保留的工业桁
架、吊车等工业品依次排布，通过
新建连接栈道串联， 让市民和游
客不仅能看到黄浦江景色， 更能
融入历史情境。

“皂”梦空间“编织”迷径

漫步向前， 则是原先的上海
制皂厂区域。这里，将被改造成以
制皂为主题的景观与体验中心。

设计师表示， 利用百年制皂
企业的污水处理池， 依托制皂厂
历史文脉故事、制作工艺流程、产
品系列作为内容， 未来将会打造
一个集博物展览， 手工互动和特
色咖啡于一体的特色空间。

十二棉纺织厂原为日商创

办的大康纱厂，后改为国营上海
第十二棉纺厂。这里的滨江区域

通过新构建的防汛体系 ，置换出
更多绿色空间，同时也充分尊重
了场地的历史脉络，梳理了原老
厂房布局的肌理，不着力追求原
真性，而是将“纺织 ”的概念融入
其中。

有意思的是， 在此处用灌木
丛构成意趣盎然的迷宫， 营造了
“绿色编织，水岸迷径”的公共空
间，也创造了“历史编织，时光隧
道”的意境氛围。

红色电厂变身“驿站”

杨树浦电厂始建于 1911 年，

1923 年成为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
厂，有着“中国电力工业摇篮”的
美誉。

杨树浦电厂具有百年历史文

化底蕴和电力工业革命传统 ，在
中国近现代工业史上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 曾涌现工人运动领袖王
孝和烈士等革命先烈， 是名副其
实的“红色电厂”。电厂高耸的烟
囱曾被视作进入上海的标志 ，留
在几代上海人记忆里。

在厂区巨大发电车间的背景

下，码头上的塔吊、灰罐、输煤栈
道以及水泵深坑原位保存 ，各种
工业遗存星罗棋布。这里即将建

成滨江区域最高的 “杨树浦驿
站”，有最酷炫的“清水池艺术加
油站”，沿江一组粗重的塔吊 ，在
瑞士著名艺术家费里斯·瓦里尼
创意加持下，产生了不可思议的
跃动感 ，从 “工业风 ”变成了 “二
次元”。

百年遗迹揭开面纱

7 处 ，12 栋 ，7 万平方米历史
建筑，数百件的工业遗存。通过活
化利用原有的工业遗迹， 让其重
新焕发生命，2.7 公里内， 可以说
是个标准的工业遗址公园。

电站辅机厂、新一棉、制皂厂、
杨树浦煤气厂、杨树浦发电厂等百
年工业遗迹将首次揭开神秘面纱。

走入 2.7 公里滨江段，可以在
巨大的电站辅机厂厂房门口眺望

历史的深邃， 也能走入曾经的灰
仓水池品味咖啡书香， 更可以在
基于历史的文化创意中， 强烈地
感受到工业发祥地向创新策源地

转变的巨大潜力。
2.7 公里的每一寸空间都经过

精心设计。蓝冰柏、叶子兰、蓝雪花
等一些难得一见的花卉品种，刚在
市场出现就来到了杨浦滨江。

好风景也要有好视线，2.7 公
里超过一半的区域大幅后退二级

防汛墙设置，营造高位观江视线，
增加临水空间， 远近高低错落有
致，江水花海相映成趣，极大提高
了观江体验。

在全新滨江段的设计开发

中， 还在滨江一线配置了网球篮
球综合场、沙滩排球场、小型滑板
场、旱冰场、儿童攀爬场等户外体
育娱乐设施， 增强了滨江岸线上
的趣味和活力。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王嘉

露）“请出示一下身份证。 电子证
照库调取成功。 请按照要求填写
《就业失业登记证》申领表。 办理
好了。 ”近日，家住虹口的王勤在
居委会，通过“社区事务办理空间
站” 远程视频呼叫了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在线验证
身份证后， 成功调取了他的电子
证照库，短短几分钟便办好了《就
业创业证》。 对此，王勤竖起大拇
指点赞道 ：“能在家门口办理事
务，真是方便，比去社区事务受理
服务中心还要快。 ”这一幕的实现
得益于昨日虹口区正式发布的

“社区事务办理空间站”。
社区事务办理空间站， 办小

事不出居委会，解难事不出街道。
这一场景应用的想法最开始源自

于工作人员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中

老年人不熟悉电脑操作， 对手机
的使用并不能完全掌握， 无法享
受到“一网通办”带来的便利。 为
了让居民通过更简单的操作与相

对便捷的方式开展业务办理 ，虹
口区以 5G 与双千兆应用场景试
点工作为契机， 在北外滩社区事
务受理中心先进行试点， 并成功
在北外滩街道第一市民驿站 、四
川北路街道山一居委会、 曲阳路
街道玉四居委会完成了远程视频

业务办理， 目前已开始向全区的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市民驿
站与居委会推广， 结合虹口区居
委会“全岗通”工作，积极推进“全
市通办”与“一网通办”，咨询受理
189 项业务。

家住曲阳路街道玉田新村的

宋先生， 在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帮
助下“尝了个鲜”。 他按照着电脑
屏幕对面受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的指引进行简单的操作， 只花了
几分钟就成功办理了 《退休住院
计划》 直接给付。 宋先生不禁称
赞：“就近问，就近办。 比遛个弯儿
的时间还快。第一次觉得 5G 离自
己很近。 政府办事的速度、上海发
展的速度就像 5G 的速度！ ”

今后， 虹口居民只需在社区
事务受理中心的工作时间内前往

市民驿站或居委会， 工作人员将
协助居民进行“社区事务空间站”
的登录与操作。 若居民前来咨询
办理业务，一般只需携带身份证，
其他材料空间站将尽可能地提供

电子证照， 减少居民携带相关证
件。 若居民所办理的业务为开具
证明或办理证件， 居民可选择自
行领取或通过快递收件。 随着 5G
手机、PAD 广泛应用，虹口区社区
事务办理空间站还将积极开发移

动端功能，为居民带来“在家办、
随地办、异地办”等更多高质量、
高水平的服务。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叶佳
琦 通讯员 谢乐威） 再过几天就
是新中国 70 华诞，昨日，在武警
上海总队机动第二支队新兵大

队，刚入营满一周的新战士也纷
纷行动起来，用自己的方式向祖
国献礼。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
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流
出一首赞歌。 ”秋风送爽，新兵大

队营院内响起一阵悠扬的歌声。
60 名刚入营不久的新兵， 在操
场上深情演唱《我和我的祖国》，
新战士手持小红旗，一同为祖国
唱响生日赞歌。

尽管入营才一周，这些新兵
还没有完全褪去稚嫩，但是穿上
军装的他们，浑身洋溢着阳光和
朝气。 “我的生日和祖国是同一
天，能穿着军装为祖国和自己庆

祝生日，我感到特别荣幸。 ”来自
江西籍的“00 后”战士卢家豪告
诉记者。

活动最后，新兵大队 400 名
新兵整齐列队，在指挥员的命令
下， 大家密切配合， 动作统一，
400 人方阵呈现出“1949”“2019”
“70”“中国”等字样造型，通过这
种方式，新兵们向祖国表达着自
己最真挚的祝福。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叶佳
琦）昨天，来自长三角地区的 15
对新人登上歌诗达威尼斯号，也
拉开了 2019 年上海邮轮文化旅
游节的大幕。据悉，今年，宝山整
合旅行社、婚庆机构、邮轮公司
等多方资源，首次推出“海洋之
恋”邮轮婚典品牌产品，此外，也
将通过邮轮体验周，进一步让广
大市民感受邮轮文化。

据悉， 邮轮产业是服务、制
造、购物、文化的集大成者，是宝
山区建设上海四大品牌的核心

平台。 今年，在国家文化和旅游
部正式批准同意上海创建首个

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的背

景下，连续 6 年举办的上海邮轮
旅游节， 将升级为 2019 上海邮

轮文化旅游节，让市民游客在宝
山享受邮轮旅游的同时，获得更
加多元的文化体验。

据悉，2019 上海邮轮文化旅
游节将以“邮轮+文化、旅游、科
技 ”等跨界融合 ，围绕 “水岸联
动”、“国际论坛”、“文化荟萃”三
大主题，为市民们带来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体验活动。 其中，9 月
下旬，恰逢三艘风情独具的知名
邮轮———海洋光谱号 、 探索梦
号、歌诗达威尼斯号先后停靠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 作为 2019 上
海邮轮文化旅游节的重磅内容

之一，主打水岸风情联动的 “乐
享邮轮·乐游宝山” 体验周将率
先精彩开启， 展开为期一周的
“享”+“游”水岸联动。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邮轮，
走进邮轮，“行知读书会”将邀请
业内大咖和读者分享邮轮文化。
每年的花车巡游都是非常值得

期待、 深受市民喜爱的活动，今
年国庆假期，上海邮轮文化旅游
节的主题花车将首次在邮轮港

周边商圈定点向市民展示，共享
旅游节的欢乐，为“夜休闲”增添
内容，为“夜经济”增添动力。

今年， 宝山整合旅行社、婚
庆机构、 邮轮公司等多方资源，
首次推出“海洋之恋”邮轮婚典
品牌产品。 在登轮前，“蜜月管
家”将为新人带来酒店蜜月主题
婚房、浪漫烛光晚餐、贵宾登轮
服务以及定制的 “爱之体验”旅
游行程。

首次推出“海洋之恋”邮轮婚典
2019上海邮轮文化节开幕

400新兵献礼新中国 70华诞

首个社区事务
办理空间站发布

“5G与双千兆”为社区办事加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