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5 月 10 日，第二个“中国品牌日”即将
到来。5 月 10 日至 12 日，首届中国自主品
牌博览会将在上海举行。
品牌是城市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的重要标志，是一座城市的响亮名片。上
海已经启动全力打响“四大品牌”行动，排
在首位的是
“上海服务”
品牌。
“上海服务”内涵丰富，可以是服务国
家战略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是各行各业服
务普通消费者的日常运转。
“上海服务”是

很多人认识和喜欢上海的理由，正如《全
力打响“上海服务”品牌 加快构筑新时代
上海发展战略优势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所言，众多重点领域和行业好比珍
珠，
“ 上海服务”就是由它们串起的“珍珠
项链”
。
记者日前走访了申通地铁、
春秋集团、
上海建工三家具有代表性的上海服务企
业，听取这三个本土服务品牌的成长故
事。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生活性服务业和
生产性服务业中的佼佼者，它们怎样成长
为今天的模样，
又如何看待
“服务”
这件事？

上海地铁：城市生活“连接器”
坐轨道交通 10 号线到紫藤
路 站 ，出 站 就 是 上 海 地 铁 博 物
馆。工作日有学校组织小朋友观
展，孩子们在炫酷的展厅内叽叽
喳喳，5D 电影、列车模型、地铁隧
道行走体验、虚拟列车 DIY 组装
……博物馆对他们来说就是个大
玩具吧。
这是国内首座地铁博物馆，
里面装着上海地铁的前世今生。
它是那种身居闹市的都市博物
馆，和周边商业体、写字楼共享来
上海万象城内的上海地铁博物馆
来往往的客流，
呈现开放姿态。
博物馆所在市口是 2017 年 9
月开幕的地铁上盖综合体“上海万象城”。
际 通 用 的 TOD（Transit- Oriented Develop⁃
与之为邻的有一个购物中心、一处超 A 级写
ment，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建设，
字楼、一家轻奢时尚酒店。它们下方静卧着
发挥轨道交通大容量客运与网络联通优势，
一处与绝大多数市民生活毫无交集的“生产
增强城市功能、改善城市形态。轨道交通应
单位”——轨道交通吴中路停车场，10 号线
该是城市生活的连接器，上海申通地铁集团
一期工程唯一使用的停车场。
党建工作部冯昊说：
“上海地铁的功能，正从
轨道交通停车场承担着车辆的运用管
出行服务向综合服务拓展。地铁不仅仅提
理、整备保养、检查维护功能，它通常位于城
供一种出行选择，
还具有连接生活的功能。”
市轨道的端头站点附近，脱离城市中心区
25 年城市轨道交通历史带给上海太多
域。限于市政设施用地性质和相对封闭的
改变。从 1993 年轨道交通一号线投用至今，
管理模式，轨道交通停车场很难与周边环境
申通地铁投资建设并已投入运营的轨道交
发生积极关系。
通线已达 17 条，运营里程总长 673 公里；累
吴中路地铁上盖综合体作了新的设计
计建设 395 座车站，
网络规模位居世界第一，
尝试：紫藤路站的景观容易让人联想到日本
客流量排名世界第二。到 2020 年，
上海轨道
东京、大阪那些建于交通枢纽点位的城市综
交通将形成 20 条线路、运营总里程超过 800
合体，连接起地铁的运输功能、商区的消费
公里的超大规模运营网络。
功能和停车场的运维功能。新设计的筹划
轨道交通在公交运载方面的成绩有数
耗时良久，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介
字为依据：轨道交通客流对全市公交的分担
绍，申通地铁自 2004 年重组成立就着手研究
比例达到 54%。但是城市生活之于轨道交
地铁上盖相关课题，2007 年启动吴中路地铁
通“黏性”几何、轨道交通如何重塑城市生
上盖等项目的控规编制和调整，决定采用国
活，
也许是更复杂也更有意思的话题。

春秋集团的办公区域位于春秋
国际大厦。这里不设独立办公室，
除了特地腾出的会议室，大家都在
敞开式的格子区忙碌——春秋集团
介绍，
这样安排最省空间。
国内最大的民营航空旅游集
团，是一家把“节俭”写进企业文化
的公司。春秋集团副总裁殷辉调
侃：
“ 用上海话说，我们非常会‘做
人家’。”
过去上海人以“会做人家”出
名。在春秋成立的 1981 年，
“ 做人
家”绝对是普通家庭安身立命的重
要教条。那时候，旅游不是高频次
的个人消费，旅游社的业务主要来
自单位统一组织。春秋从长宁区
中山公园附近一个 2 平方米的铁皮
亭子起家，提出“散客成团”的业务
模式。1981 年，他们创造了 1 万元
营收。
2004 年，春秋航空成立。过去
民航业的主要收入来自公务旅客，
这家由旅行社成立的航空公司认准
平民化的未来趋势，
定位
“自掏腰包
的旅客”，提出“让更多普通民众坐
得起飞机”。此后十多年，
低成本民
营航空公司帮助很多人实现了
“世界那么大，
我要去看看”的想法。
现在，春秋拥有近万名员工，年营收 190
亿元，年纳税 12 亿元；在中国境内有 46 家全
资分公司和子公司，境外有 9 家全资子公司；
拥有全国 5000 多家代理商，
上海有 45 家全资
营业网点。2017 年，春秋旅游共计组织 451
万人次旅客，其中国内旅游 334 万人次，出境
游旅客 117 万人次。这个土生土长的上海品
牌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上海城市发展的
注脚。
“上海客人最会
‘做人家’
，也最挑剔。能
在上海做好服务的企业，到哪里都做得好。”
对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的这句话，相信
很多服务业企业都有同感。周卫红说，市场
和客户迫使民营企业关注标准、关注效率，
永
远以创新搏生存。上世纪 90 年代旅行社行
业都在用手工操作的“票板”时，春秋从英国
高薪引进 IT 人才，自主创新并研发散客售票
软件系统，成为中国大陆地区首个“触网”的
旅行社。
“我们处处
‘做人家’
，高管出差从来和公
务舱无缘，
但是该投入的地方从不吝啬，
比如
对于飞行员的投入——春秋航空飞行员的工
资是领先国内同行的。
”
周卫红说，
企业内部的
成本控制是为了让有限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这也是高质量发展之道吧”
。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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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屋﹄成邻里互帮互助平台

上海建工大厦紧邻虹口滨
江。乘电梯到顶楼，步入观景阳
台，开阔的黄浦江景扑面而来。出
现在万千形象片中的浦东建筑群
在眼前铺陈，
建工集团相关人士指
着对岸：
“ 那些是我们的作品。”他
说的是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上海
中心大厦、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
心大厦等几十幢大型建筑。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了超过 60%的上海市重大重
点工程建设，
承建工程覆盖全国近
30 个省区市 100 多座城市和海外
22 个国家或地区。他们引以为豪
的标志性作品有上海中心大厦、国
家会展中心（上海）、上海迪士尼乐
园、江苏昆山中环线、港珠澳大桥
澳门口岸旅检大楼等等。
上海建工是上海乃至中国的
“超级工程”缔造者。在美国《工程
新 闻 记 录》杂 志 公 布 的“2017 年
ENR 全球最大 250 家工程承包商”
中，上海建工位列第九；在《财富》
评出的“2017 年中国 500 强”企业
中，上海建工位列第 54。
“超级工程”的缔造者，
必是前
沿技术的掌控者。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总工程师、集团工程总院院长龚剑介绍
了上海建工的技术家底：从人力来说，他们
集结建筑施工行业最聪明的大脑，3 万多名
员工有 6000 多人专门从事设计咨询，1000
多人专门从事技术研发，拥有两位中国工程
院院士、六位国家级设计大师、20 多位上海
市领军人才、50 多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200 多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从平台来
说，他们搭建诸多“技术造血”机构，拥有 1
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5 个上海市级企
业技术中心、7 个上海市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2 个上海市级创新战略联盟、17 个高新
技术企业。
“我们有三个‘聚焦’——聚焦重大工程
建设、
聚焦绿色建筑和智能制造、
聚焦世界建
筑施工技术前沿，
在超高层建筑建造、
地基处
理和深基坑设计施工、城市更新等核心技术
领域取得一批创新成果。”龚剑说，上海建工
的每个代表作，
都是创新技术的应用品。
建设上海中心大厦期间，上海建工最快
可以实现每三天新建一层楼。支撑这一速
度的是企业自主研发的数字化技术
“钢平台
整体液压爬升体系”。2016 年，上海建工承
担了国家
“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千米
级超高层建造整体钢平台模架及输送泵装
备研发与示范》并通过验收。

春秋集 团 ： ﹃做人家﹄和做服务

上海建 工 ： ﹃超级工程﹄缔造者

“上海服务”，应当成为优质服务代名词

凉城新村街道锦苑小区志愿者各显神通服务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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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在凉城新村街道锦苑小区，
多
了个人气挺足的
“万事屋”。作为上海弄
堂文化的衍生，万事屋汇集了一批各有
专长的居民志愿者，
他们日常轮班，
致力
于为邻里解决
“一个螺丝钉”的小问题。
沈茂华是社区里的维修能手，也是
万事屋的重要骨干。在他看来，万事屋
首先解决的还是居民的一些基本生活问
题。
“老年人用的收音机，旧了要换半导
体，
这个外面也没地方修，
居民自己也不
知道上哪里配。正好我懂这个，外面万
事 屋 里 又 有 工 具 箱，这个事就能解决
了。”除此之外，居民们一些零碎的生活
修补等，
也能在万事屋解决。为此，
万事
屋里配备了三大箱，
分别是工具箱、保健
箱和日用箱。三大箱里，
维修用的电钻、
老虎钳、螺丝刀；保健用的血压仪、按摩
捶、纱布、红药水；
生活用的针线包、订书
机、蛇皮袋等一应俱全。各显神通的志
愿者，
搭配上相对完善的工具，
社区居民
的生活需求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毛国栋是参与万事屋服务的志愿
者，
他自己也曾接受过万事屋小伙伴的帮
助。
“我家里水龙头出了问题关不住，
水老
往外漏，这个问题持续了大概一个多星
期。请人修要花钱，
我们自己找了万事屋
的小伙伴帮忙，
他们不收维修费。龙头是
我自己去市场挑的，请他们安上就完事
了。
”
在万事屋邻里互助的氛围下，
付出爱
心的人常常也能得到成员的回报。居民
房间里的小修小补可以尽可能地就近解
决，
自助维修的方式也使得大家的房屋维
修护理成本大大降低了。
除了基本的生活需求，万事屋里多
样化的服务也给居民增添了生活的色
彩。黄惠君是社区里的年轻成员，也是
一名出色的烘焙能手和爱宠达人。在她
的指导下，不少老人学会利用万事屋的烤箱做了糕点哄自
家孩子开心。另一方面，黄惠君的宠物驯养技能也为社区
宠物管理分担了压力。
“宠物随地大小便的问题是老小区的
顽疾了。参加了黄惠君的养犬讲座，大家强化了文明养犬
的意识，还学了宠物美容和疫苗注射。服务社区又便民，何
乐不为？”锦二居委的工作人员小范介绍。此外，法律咨询、
网络代购、手机使用指导，多样特长的达人给万事屋带来了
丰富的服务内容。总之，你能想得到的服务基本都能在万
事屋找到对应的负责人。
“万事屋”
是一个街道居委主导、
鼓励邻里之间互帮互助
的平台，
也是调动
居民“自我管理、
自 我 服 务 ”的 项
目。
“万事屋”的推
出，
已累计开展 40
多次活动，
参与人
数接近 500 人次，
促使邻里关系更
加融洽，
提升了居
民的文明素质和
社区自治能力。
来源：新民网

首届长三角（上海）品牌博览会在沪揭幕
“品牌嘉年华”展示长三角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成就
主题为“品牌·城市·生活”的首届长三角（上海）品牌博
览会 4 月 28 日在上海展览中心揭幕，
持续三天。此次博览会
由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指导，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上海社会科学院、长
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品牌建设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
长
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办公室支持；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属
上海品牌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承办。
这是我国首次以长三角城市群为范围的品牌博览会。
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宁波、舟山、台州、扬州、南通、湖州、
嘉兴、镇江、盐城、淮安、连云港、徐州、滁州、丽水、宿迁、东台
等 26 个城市，共 300 余个品牌联袂参展，集中展示了长三角
城市群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以来以品牌为标志的经济社会发
展的成就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成果。
据悉，
长三角品博会是今年1月12日在苏州召开的长三角
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
由沪苏浙皖政府主要领导签署的《长
三角地区共同推进平台建设、
组织社会力量和市场主体推进城
市合作协议》中明确的一项重要活动，
是长三角地区力推品牌
经济建设的一项重大活动，
列入上海市政府2018年重点工作。
本届长三角品博会入选的企业品牌由各城市主管单位

或行业协会推荐，多为获得国家驰名商标，省（市）级著名商
标、名牌，
中华老字号，
非物质文化遗产，
农产品地理标志，
各
省（市）重点培育的品牌企业。这些品牌折射出改革开放以
来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成就，
在本次
品牌博览会上可以看到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小岗村
今天的发展面貌；上海改革再出发，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
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的发展成就；可以了解浙
江美丽乡村的发展现状，
青山绿水如何转换为
“金山银山”的
标志品牌；可以看到科创引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批成果；
透过长三角区域新老品牌的迭代，
看到整个长三角地区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脉络，
洞悉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以来长三
角经济崛起、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占据重要一席的奥秘，领
略长三角城市群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魅力。
本届长三角品博会期间除举办“致敬经典、唱响未来”
的“长三角品牌之夜”，讲述长三角地区以丝绸、中药、茶
叶、陶瓷等传统品牌的创新故事之外，还将举行以“创新引
领，共建世界级城市群品牌”为主题的第四届长三角城市。
品牌发展论坛、长三角卓越企业家品牌圆桌对话会等系列
活动。
来源：东方网

花似锦 绿成荫 申城处处皆诗境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今年将达 8.2 平方米

日前，
日前
，
一座巨型立体花坛亮相人民广场，
一座巨型立体花坛亮相人民广场
，
花坛以市花白
玉兰为主体，
玉兰为主体，
配以四季海棠和 20 余万株各式花草

滨江两岸美景让人心旷神怡

市民在
后滩公园游
览赏景

2018 年上海将新增林地 7.5 万亩，完成绿地 1200 公
顷以上、绿道 200 公里、立体绿化 40 万平方米。森林覆盖
率达到 16.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8.2 平方米。这是
此前召开的上海市绿化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布的信息。
■ 新增城市公园 今年，上海将新增至少 50
座城市公园，同时，启动公园改造 5-10 座。实现松南郊
野公园开园，
加快建设合庆、庄行等郊野公园。
■ 打造特色街区 重点实施 8 个绿化特色街
区，新建提升改造 50 块街心花园，重点区域花卉布置面
积 10 万平方米以上，建成 8 条绿化特色道路。创建命名
林荫道 20 条，逐步建设闸北公园、金桥公园、和平公园、
杨浦公园等林荫片区。
■ 高架披上绿衣 今年，上海将试点开展部分
重点区域高架上下匝道两侧墙体垂直绿化，以及内环高
架、南北高架、延安路高架等中心城区高架两侧首幢建
（构）筑物的屋顶绿化、垂直绿化建设。 来源：新民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