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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领导开展进博会前安全检查
本报讯（记者综合报道）为切实抓好进
博会期间安全工作，日前，区四套班子领导
分赴人员密集场所、在建工地、园区等开展
进博会前安全检查，切实察看各方面安全
措施落实情况，保障各单位安全责任落实
到位。
区委书记吴信宝一行首先来到朱屺瞻
艺术馆，察看了监控室、常设展厅、藏品室、
消防室、微型消防站等区域，详细了解艺术
馆消防设施和安全监控系统配备及运行情
况。吴信宝说，朱屺瞻艺术馆是虹口重要

■本报记者

万彦 顾俪

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吸
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你知道吗？这届进博
会上有不少虹口元素。

进博会展品有虹口印记

市金融办与本区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

能 360 度自如旋转的奶嘴、能有效预
防胀气问题的奶瓶——如果新手妈妈们
有幸前往首届上海进口博览会参观，一定
会被这样的育儿新科技吸引。这些新科
技育儿产品来自英国品牌“汤美星”。然
而，也许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英国品牌“身
体 里 ”有 一 颗 跳 动 的“ 中 国 心 ”。 这 颗
“心”，来自位于虹口、诞生了诸多国民品
牌的上海家化。
2017 年，上海家化完成了首起海外并
购，
将英国品牌
“汤美星”
收入囊中。已有 50
年历史的全球知名母婴品牌刚与中国市场
结缘，
就遇到了在上海举办的首届国际进口
本报讯（记者 曲姗姗）11
月 1 日，上海市金融办与虹口
区人民政府战略合作备忘录签
约仪式在区机关大楼会议室举
行。市金融工作党委书记、市
金融办主任郑杨，虹口区委书
记吴信宝出席并讲话。
郑杨指出，虹口区产业结
构特点鲜明，金融业发展水平
较高。推动金融更好服务虹口
区实体经济发展，市金融办责
无旁贷。要充分利用上海国际
金融中心影响力，全力助推虹
口财富管理高地建设；要发挥
上海综合金融资源服务优势，
深入推动虹口区产融合作；要
多措并举，全力营造金融发展
良好区域环境。市金融办将全
力支持虹口区财富管理高地建
设。希望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
和扎实工作，推动虹口区金融
业影响力进一步增强，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能力显著提升，在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发挥
更大作用。
吴信宝对市金融办长期以
来对虹口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表
示感谢。他说，当前，虹口区
委、区政府正按照中央和市委
要求，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
平，大力发展金融产业，尤其是
充分发挥北外滩在金融、航运、
科创、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努力
打造上海“一带一路”桥头堡功
能重要承载区。此次战略合作
备忘录的签约，标志着市金融
办与虹口区的合作进入了一个
崭新的阶段，相信双方一定能
在多层次、多领域形成全方位
合作，共同推动金融开放创新
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为国家战
略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
出应有的贡献。
区委副书记、区长赵永峰
主持签约仪式。市金融办副主
任解冬，区委常委、副区长张伟
分别代表双方签订。根据备忘
录，双方今后将在全力打造财
富管理高地、深入推进产融结合、不断加强中
小企业融资服务、积极探索开展金融改革创
新、共同防范重大金融风险、持续优化金融营
商环境、金融党建合作七大方面加强合作和
交流。
签约仪式前，郑杨一行参观调研了海派
文化中心和白玉兰广场，了解虹口区在打响
“四大品牌”，推进金融、航运中心建设等方面
取得的成果。

敬告
读者

因休息日调整，本报 2018 年
11 月 8 日停刊一期。

的文化展馆，必须高度重视安全工作，安全
设施一定要配置到位；主管部门要夯实主
体责任，加强工作人员教育培训；有关部门
要强化监管，加大业务指导力度，协力保障
进博会期间展馆工作顺利开展。
随后，吴信宝一行来到长寿家园养护
院，检查养护院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各项工
作。吴信宝说，要把消防安全工作抓得细
而又细、实而又实，加大对员工的消防安全
培训力度。食品安全无小事，对老年人的
餐饮安全更要格外重视。主管部门要加大

监管力度，相关从业人员要切实增强食品
安全意识，注重细节、精益求精，让老人吃
得开心、吃得放心。
区委副书记、区长赵永峰一行首先检
查了恒通公寓的电梯、地下停车库及楼道
等处。赵永峰指出，物业公司接受业主委
托进行管理，要切实承担起包括安全管理
在内的各类责任。尤其要对老龄化电梯的
安全、楼道堆物、电动自行车充电等问题引
起高度重视，建立巡查发现处置机制。同
时要求物业公司要加大投入，提升安全度，

努力形成良性发展态势。
在检查三角地菜场时，赵永峰重点察
看了菜场内大功率电器使用情况及消防设
施设备。他指出，菜场作为人员密集场所，
要进一步健全安全管理制度，配齐配全安
全设施设备，加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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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各类应急演练，

参展进博会、
入选上海伴手礼

虹口元素亮相首届进博会
博览会，
自然是要拿出自己的拳头产品。
在此次进博会期间，汤美星将“晒”出
当家明星产品——奶瓶。该系列奶瓶拥有
三大国际专利，此前在海外市场每两秒钟
就售出一只。为了致敬中国市场，汤美星
还专门为进博会推出了 2019 年生肖猪和熊
猫图案两款限量版奶瓶。
汤美星方面表示，这次进博会吉祥物
是憨态可掬的熊猫“进宝”，他们也恰巧选
择了熊猫作为限量版奶瓶的图案之一。不
谋而合，是因为他们和中国的缘分，和进博
会的缘分。

三大品牌入选上海伴手礼
对汤美星来说，与进博会、上海家化结
缘，打开了一个最为庞大的母婴市场。而
对上海家化来说，与进博会的缘分，不仅仅
止于此。
进博会举办前，以服务进口博览会为
契机，助力打响上海购物品牌，上海市消保
委开展了上海特色产品（伴手礼）评测活
动。135 个上海品牌进行了激烈的同台竞
争，
最终 24 款产品脱颖而出。其中，
上海家
化六神花露水礼盒入选。此外，入选的还

有蔓楼兰隆昌披肩、相宜本草明星单品礼
盒。这三个代表上海品质的伴手礼产品，
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处——虹口。
这三款入选上海伴手礼的“虹口品牌”
各具特色，有的立足传统工艺不断创新转
型，有的坚守匠人工艺精耕细做，也有的汲
取中华人文精华打响民族品牌。
六神花露水是不少老上海人记忆中夏
天的味道。而此次入选上海伴手礼的六神
花露水，一改原来的传统面貌，跟迪士尼玩
了一把跨界合作。迪士尼超级明星米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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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妮，
穿上长衫和旗袍，

区领导察看昆山公园、新建路东长治路绿地情况
本报讯（记者 钱晶）11 月 3 日，区委副
书记、区长赵永峰，副区长周嵘一行先后察
看了昆山公园、新建路东长治路绿地情况。
在刚开放的昆山公园，
赵永峰听取了相
关负责人对昆山公园运行情况的介绍，
并察
看了公园周边市容市貌。在已完工的新建

优化营商环境 深化服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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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东长治路绿地里，相关负责人向赵永峰
汇报了绿地项目整体情况，赵永峰还就绿
地绿化质量标准等情况进行了了解。
赵永峰强调，要高度重视绿化建设，将
其作为城市基础建设的重要部分，稳步推
进，为推动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为切实提高虹口综合竞争力作出贡献。要
坚持实用和实际需要相结合，努力把这些
惠民工程、民心工程做实做好，为群众休闲
提供良好的环境。
赵永峰一行还视察了本区吴淞路、四
平路、新港路、天宝路等景观道路。

本区举行民营企业座谈会

2018

BAO
本报讯（记者 耿小彦 孙洁静）
11 月 2-3 日，虹口区分别召开两场民
营企业座谈会。区委书记吴信宝出席
并讲话，
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
落实市委、市政府对民营经
济发展的要求，全力支持民营企业发
展，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服务企业，进
一步坚定民营经济发展的信心和决
心，推动更多民营企业在虹口做强做
优，
发展壮大。
区委副书记、区长赵永峰，
区委常
委、统战部长贺毅群，区委常委、副区
长张伟，
副区长袁泉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
翁熹、白冰青、杨盈、吴
建光、
姚广、
马丽华、
陈黎、
吕翠峰、
何熠
鑫、赵建松、陈磊、俞越、殷海琴、陈峥、
孙荣华、
葛善根、
张耀、
于春海、
陈永法、
袁明春、
马俊杰、
邢勇峰等 22 位民营企
业负责人作交流发言，
介绍企业发展情
况以及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围绕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企业成本、加大融
资支持、加强人才综合服务、完善法治
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座谈会
上，
吴信宝充分肯定民营企业在虹口经
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指
出，
对企业提出的问题建议，
相关部门
要认真研究、
主动跟进、
拿出举措，
让民
营企业在虹口安安心心谋发展。
吴信宝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好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力支持民营企
业发展壮大的 6 个方面政策举措，紧
密结合虹口实际，确保各项政策举措
落实落地，切实解决企业发展中面临
的突出问题。要正确认识形势，保持
发展定力，增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必
胜信心，共同推动虹口民营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
吴信宝指出，
下一步，
虹口区将更
加坚决地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要
进一步坚持不懈优化营商环境，
全力推
进
“一网通办”，让企业办事更方便、更
省心。要深化大调研长效机制，
深入开
展
“千人访万企”
行动，
健全联系服务企
业制度，
努力打响虹口服务企业
“金牌
店小二”品牌，
做到企业的需求第一时
间有人响应，
企业的困难第一时间有人
研究解决，
企业的发展第一时间有人关
心，真正把虹口打造成创新创业的热
土、
企业家梦想成真的天堂、
全市营商环境最优的区之一。
吴信宝鼓励民营经济人士要加强自我学习、自我教育、
自我提升，练好内功，增强创新发展的能力，心无旁骛发展
好企业，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努力实现更大发展，
为国家、
上海和虹口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赵永峰在讲话时指出，虹口区全力支持民营企业发
展壮大，将进一步完善政策、搭建平台，助力民营企业在
虹口规范发展，进一步简政放权、优化服务，不断提升服
务效率，努力把民营企业的需求落到实处，切实增强民营
企业家获得感。
贺毅群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和市相关会议精神。区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
志、区工商联（总商会）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会。

市、区人大代表视察全岗通周周转工作

本报讯（记者 曲姗姗）11 月 1 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高小玫，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吴延风及部分市、区人大代表
到曲阳路街道参加
“面对面”集中联系社区活动，
并到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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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东小区实地视察
“全岗通周周转”工作。

区人大常委会举行党组中心组学习（扩大）会
本报讯（记者 曲姗姗）11 月 2 日，区人大常委会举行
党组中心组学习（扩大）会，
围绕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推动
新时代虹口人大工作完善发展”主题开展学习交流。区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吴延风主持会议并讲话。区人大
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良，
副主任胡军、李佳玉、谢榕
榕等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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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圆下午茶聚焦社会综合治理工作
图为改建后的昆山公园。
图为改建后的昆山公园
。

齐传彬 摄

昆山公园“升级”再现百年英伦范
整体呈现古树和历史两大特色区域
本报讯（记者 齐传彬） 面积增加 2315
平方米、不设围墙 24 小时开放、百年古树迎
宾、英式花境蝴蝶翩飞……11 月 2 日，历时
近 5 个月的昆山公园二期改扩建工程完工，
“升级”版百年昆山公园重新对外开放，整
体呈现历史主题区、古树主题区两大特色
区域。整个二期改扩建工程还拆除了原有
的围墙，
公园实现 24 小时开放。
位于昆山花园路 13 号的昆山公园，始
建于 1895 年，初名叫“虹口公园”，1898 年
建成开放，是虹口极具历史底蕴的公园之

一。1934 年改名昆山公园并沿用至今。本
次扩建后，公园的范围西至百官街，东至乍
浦路，北至昆山路，南至塘沽路。为尽可能
还原百年前的公园样貌，二期改扩建工程
拆除了周边的饭店、浴场以及海南中学的
旧教学楼，将公园面积从之前的 3024 平方
米扩大到 5339 平方米。公园以保留和强化
一期改造后的英式风格为原则，在不改变
一期范围内的布局及原有大乔木植被的基
础上，增加以观花的藤本植物结合花廊、雕
塑形成的景观小品，地面铺装的透水砖材

料和廊架也尽可能采用英式风格。
记者在采访时注意到，
扎根于扩建区域
的一株百年古树格外引人注目，
与旁边新建
的
“历史展廊”
相互映衬。据介绍，
施工改造
前，整个扩建范围内基本无绿地，几乎都是
建筑和硬质地坪，
但却生长着一株极富价值
的百年古树——皂荚。基于此，
区绿化市容
局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
制定专项施工
方案，重点保护好这株百年古树，且以古树
为主体恢复周边绿化。同时，
在百年古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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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正门的英式花径之间，

本报讯（记者 曲姗姗）10 月 31 日，区政协举办“构建
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
提升社会综合治理水平”同心圆下午
茶活动。区政协主席石宝珍，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竺晓
忠，区政协副主席郭启文出席。相关部门负责人和部分政
协委员参加活动。
互动讨论前，委员们来到欧阳花苑社区视察防控建设
情况。委员们对虹口区构建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提升社
会综合治理水平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并结合虹口区情，
从不
同角度提出了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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