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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通委领导来本区调研道路交通规划等工作
本报讯（记者 孙洁静）9 月 5 日，市交通委主任谢峰带
队来到虹口，就本区市政道路交通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开
展调研。区委书记吴信宝，区委副书记、区长胡广杰，副区
长周嵘参加座谈。
座谈中，区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本区重大工
程建设、区区对接道路建设、交通设施实事项目建设等工作
情况。市交通委相关处室负责人对涉及市级协调推动的重
点难点问题一一回应并提出意见建议。
吴信宝感谢长期以来市交通委对虹口区域道路建设、
交通优化等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希望市交通委继
续关注区域发展转型和道路交通建设，在相关工作推进过
程中加强指导、提供支持。下一步，虹口区委、区政府将全
力以赴完成各项重大工程建设任务，结合地区实际做好交
通设施实事项目，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谢峰充分肯定虹口区在交通建设和管理方面取得的成
绩，希望后续工作中市区两级部门加强沟通、协同推进、各
负其责、抓好落实，努力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各项任
务。他表示，市交通委将会继续高度关注区域发展需求，在
重大项目建设等方面对虹口给予大力支持，共同助推上海
城市品质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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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记 者 钱 晶）9 月 5
日，虹口区教育大会暨庆祝第 35
届教师节会议举行。市教卫工作
党委书记虞丽娟、区委书记吴信宝
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
长胡广杰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吴延风，区委副书记洪流，
副区长张雷，区政协副主席张强出
席会议。
虞丽娟代表市教卫工作党委、
市教委向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热
烈祝贺，并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向
虹口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
诚挚的问候。虞丽娟希望虹口在
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能坚
决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这一根
本要求，在组织领导、发展规划、资
源保障上，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
地位；坚决落实五育并举，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根本任务，落细
落实彩虹计划，打造立德树人高
地；
坚决落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这
一根本依靠，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
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把师德师风
作为评价教师的第一标准，大力弘
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全面提高
教师队伍的地位，让教师真正成为
令人羡慕的职业；坚决落实推进教
育改革创新这一根本动力，进一步
聚焦市委市政府关心、群众关切的
难点热点问题，积极探索，不断创
新，打造教育改革创新的示范地；
坚决落实好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
持把党的建设放在首位，加强教育
系统党的建设，为加快实现教育现
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坚
强的政治保障。
吴信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和全国、全市教育大会精神，坚
持把优先发展教育作为推动虹口
高质量发展的先手棋，加快推进教
育强区建设，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
吴信宝指出，推进虹口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区，要
做到“五个坚持”：一是要坚持学深悟透，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以提高教育质量和促进教
育公平作为着力点，全面贯彻《上海教育现代化 2035》，落
实好《虹口区面向 2020 年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建设教育
强区行动计划》，奋力谱写虹口教育改革发展的新篇章。二
是要坚持五育并举，全面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加快构
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注重家庭教育，培养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三是要坚持尊师重教，着力加强
师德师风建设、选优建强教师队伍、提升教师地位，打造高
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推动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优秀
教师尽展才华的良好局面。四是要坚持改革创新，健全立
德树人的落实机制，落实好教育评价改革，均衡发展义务教
育，有序推进 0-3 岁幼儿托育工作，破解职业教育困境，培
养更多高素质人才；深化教育管理方式变革，完善学校内部
治理结构，鼓励社会力量依法办教育，充分释放教育事业发
展的生机活力；加快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持续推进学校标准
化建设，提升教育信息化应用水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五是要坚持党管办学方向、管改革发展、管干部、管人才，统
筹协调好各方资源，形成全社会共同支持教育事业的合力，
持续打造教育强区，不断开创虹口教育发展新局面。
吴信宝希望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自觉坚定理想
信念，不断锤炼人格品质、追求高尚情操，做传承师道的典
范；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教学方法， 下转▶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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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进博倒计时 60 天，区商务委以节兴市促消费升级

在家门口一键“购全球”
■本报记者 殷建华
看看墨西哥女子乐队表演、古巴双人舞、西班牙弗朗门
戈，买买非洲坚果及果干、日本冰淇淋、澳洲牛肉、牙买加蓝
山咖啡，9 月 6 日，进博会倒计时 60 天之际，虹口在上滨生活
广场举办了全球购体验活动，让虹口居民在家门口就享受到
了世界风。据介绍，在未来的一个月，北外滩区域还将相继
举办包括“上海酒节”等四场相当规模的节庆活动，相关国家
领事、各界名流、经销商、普通消费者都将云集于此，形成以
酒会友、以节兴市、以文促商的浓郁商业氛围。

三个维度优化商业供给
近两年来虹口围绕打响“上海购物”品牌的战略要求，聚
焦“提升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环境、打造消费特色、形成消费
热点”这一目标，研究制定了《进一步优化供给促进消费增长
的项目实施方案》。
作为本区商业发
展重要区域，北外滩
拥有无敌江景，同时

航运业、金融业两大产业高度集聚，名企扎堆入户，随着白玉
兰广场购物中心的开业，北外滩商业“崭露头角”。区商务委
表示，本区将从“办节、办会、办展”三个维度着手，提高区域
优质商业供给，带动新品潮品首发、系列化的品牌发布活动，
逐步聚集北外滩区域人气，打造区域品牌，满足消费升级，引
领虹口商业全面升级。
以去年在北外滩区域举办的“上海酒节”为例。
“ 上海
酒节”是国内最早以省市命名的综合性酒类会展之一，具
有较强的品牌、市场号召力。酒节展位数超过 200 个，参
展 品 牌 100 余 个 ，茅 台 、五 粮 液 、汾 酒 等 国 内 名 酒 悉 数 亮
相，意大利、罗马尼亚、中国宁夏、四川泸州等地的产区酒
商纷纷组团参展，仅去年就吸引了近 4 万人次来到北外滩
观展、消费。
围绕北外滩滨江、1933 老场坊两大活动地标，本区还积
极培育新品首发平台，开展品牌发布活动，促进时尚消费。
今年以来，
“威马汽车品牌之夜”
“上海国际经典车超级盛荟”
等重磅活动落户北外滩国客中心码头，北外滩地区已成为知
名前沿汽车品牌打卡地，进一步推动了新品潮品首发标杆性
地标建设。7 月，2019Milan 时尚艺术周、音乐谷河畔音乐周

等活动在虹口举办，通过融合时尚、艺术、音乐元素，整合区
内商旅文资源，
推动了商业跨界融合度进一步提升。

首店集市助力品质提升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虹
口着力把“办出特色、办成精品”作为满足大众消费升级的
第一要务，大力引进首店、潮品，鼓励商业实体结合时令打
造主题集市，吸引了一批潮人消费，带动了本区域内的消
费品质提升。
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了消费升级。白玉兰广场以此为
契机，联手跨界时尚企业，打造了“Let's Mark 尽情热爱潮流
节”。该活动通过店铺概念与 T 台的结合，潮人们可直接买
到明星主理人潮牌、设计师品牌、运动品牌等爆款商品，还能
观赏到由上海时装周模特带来的“潮流生活方式专场”
“潮流
生活态度专场”
“潮流先锋设计专场”等风格各异的品牌秀。
年轻人关注的生活方式类品牌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玩法，比如
海马体照相馆于节日期间举办“100 位职场人照片展”，向大
家讲述了 100 个平时不容易接触的行业背后的酸甜苦辣，给
下转▶2 版
前来参与的市民带来了全新体验。

吴信宝调研组织部工作并召开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 张雯珵）9 月 6 日，区委书记吴信宝调研
组织部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杨春花主
持会议。
吴信宝对组织部门、组工干部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
定。他指出，组织部门是党的重要工作部门，组工干部使命
光荣、责任重大，
要更加注重自我修炼，
不断取得进步。
吴信宝强调，组工干部在自我修炼的过程中，要把握好
“四个强”。政治素质要强，旗帜鲜明讲政治，善于从政治上
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用心用脑干实事；学习能力
要强，主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提高解决难题的能力；团结
协作要强，善于取长补短、共融共进，营造风清气正的部门
文化；纪律规矩要强，牢记党纪党规，遵守保密原则，守住纪
律底线。
吴信宝表示，新时代的组工干部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
设摆在首位，积极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
党员干部做好表率，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奋力开创新时
代虹口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局面。
座谈会上，相关同志围绕学习贯彻十届区委九次全
会精神作了交流发言。吴信宝边听边记，并与大家亲切
交流。

吴信宝赴凉城新村街道开展调研

本区秦艳莉获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本报讯 9 月 5 日，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在
北京举行。座谈会上宣读了表彰决定。其中，由本区推
荐的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医生秦艳莉获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
2017 年 8 月 8 日，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 7.0 级
地震，
滚落的巨石砸中秦艳莉一家所乘坐的旅游大巴。她
与丈夫合力将儿子从车里救出后，
听到车上还有一对母女
被巨石压住无法脱身。她连忙让丈夫重返大巴车去救人，
丈夫冒着
“石头雨”再次冲回大巴，
与另外几名男子开展救
援，
最终救出母女俩。
来到了中建林场等待救援，秦艳莉的身体隐隐作痛，
事后她才知道，自己断了 5 根肋骨。她强忍着伤痛，穿梭
于人群中，检查伤员，帮助伤员减少继发性损伤。她让疑
似骨折的伤员平卧休息，
反复叮嘱要减少活动。一位有心

脏病史的妇女受到惊吓情绪不稳，秦艳莉一边安慰她，一
边为其检查脉搏和心跳情况。对其中两位伤势较重伤员，
她帮助他们采取休克体位，充分保暖，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为伤员争取救援时间，
减少伤口进一步的恶化。在丈夫的
搀扶下，她来回看望伤员情况，同时为同行游客讲解灾后
防护知识，
安抚伤员情绪。
第二天，
当救援队、医疗队到达现场后，
秦艳莉顾不上
疲劳和伤痛，连忙上前告诉他们受伤游客的情况，还和医
疗队一起为伤员处理伤口，协助救援队确定伤员轻重程
度，分批转运伤员。送走大部分受伤游客后，秦艳莉一家
才在武警官兵的护送下离
开灾区。
图为秦艳莉为患者检
查身体。

本报讯（记者 张雯珵）9 月 4 日，区委书记吴信宝深入
一线走访调研了凉城新村街道广粤、梦湖苑、馨苑、中虹、广
凉等五个居民区，上海警备区虹口第一退休干部休养所和
上海广粤副食品市场。
在居民区，吴信宝认真听取了各居委会相关情况介绍，
实地调研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文明城区创建等开展情况。
他表示，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聚焦
群众需求，不断加强居民区党组织和居委会自身建设，强化
党建引领下的社区自治共治，扎实推进好“全岗通”3.0 版、
生活垃圾分类、文明城区创建等各项工作，切实回应民生关
切、破解民生难题，
着力打造美好家园。
随后，吴信宝前往上海警备区虹口第一退休干部休养
所，亲切慰问工作人员，并详细了解了军休干部服务工作情
况，区委常委、区人武部政委苗光辉陪同调研。吴信宝强
调，服务军休干部是国防建设后勤保障的重要部分，区相关
部门和街道要主动沟通，积极配合部队做好军休干部服务
工作，
切实让军休干部职工老有所乐、生活幸福。
吴信宝还来到了上海广粤副食品市场，察看主副食品
供应情况。吴信宝指出，民以食为天，要高度重视主副食品
供应工作，进一步加强预判，准确把握需求变化，多管齐下
保障主副食品市场安全供应、物价稳定，确保人民群众买到
“放心菜”
“优质菜”
。

歌舞史诗《永不磨灭的信念》在本区首演
“缅怀革命先烈，寻根国歌故里”系列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陆雪姣）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9 月 5 日，歌舞史诗《永不磨灭的信念》上海首演暨“缅
怀革命先烈，寻根国歌故里”系列活动在本区拉开序幕。本
次活动由市委党史研究室、牡丹江师范学院、区委宣传部指
导，中国抗联研究中心、区委党史办公室、区文化与旅游局、
区总工会共同主办，牡丹江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承办，
旨在充分挖掘本区红色文化，丰富国歌文化内涵，加强对广
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青年学子的红色文化教育，
让他们铭
记抗战历史，
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不断激励他们守望历史、
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本区是 20 世纪 30 年代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的
主要阵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曲作者田汉和聂耳就曾
在本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足迹。1934 年，聂耳、田汉分别以
作曲者和作词者的身份，
共同为抗日电影《风云儿女》创作了
主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
成为当时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军国

主义侵略的时代战歌。
歌舞史诗《永不磨灭的信念》以一位抗联老战士的回忆
为线索，遵循斗争的历史脉络，由序幕、
《黑土之殇》
《集结之
号》
《暗夜之星》
《英雄之魂》
《胜利之光》五个篇章及尾声七大
板块构成，运用音乐、舞蹈、文学、影视等艺术形式，以独唱、
表演唱、合唱、双人舞、群舞、朗诵等多种舞台表演方式全景
再现东北抗联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前仆后继、浴血奋战
的抗战历程，颂扬了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八女英烈等抗
联英雄群体。
除了歌舞史诗《永不磨灭的信念》首演外，此次“缅怀革
命先烈，
寻根国歌故里”系列活动还包括：
《永不磨灭的信念》
演职人员在国旗广场开展国歌主题快闪活动、举行《永不磨
灭的信念》红色剧目创作座谈会，来自沪黑两省的党史研究
专家、文化工作者共同挖掘红色文化资源，交流创作红色文
化作品的经验。

图为首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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