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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2019年

●36 1991年4月30日

吴淞路闸桥建成通车

●37 1992年

本区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七连冠

●38 1995年1月

沪上首家外来务工者流动党支部成立

●39 1996年3月31日

虹口运动员叶冲获世界杯花剑个人冠军

●40 1996年5月18日

“文化菜篮子工程”启动

●41 1997年1月1日

本区创建四川北路中华名品街

●43 2000年6月

南湖职校入选首批国家重点职校

●45 2003年3月至6月

市第四人民医院、广中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等众志成城抗击“非典”

●46 2003年底

全市率先实施“以创业带动就业”计划

●47 2004年2月20日

千人大合唱开创群众交响合唱先河

●48 2004年3月

党员志愿者工作室在全区推广

●49 2006年1月1日

全国邮政系统首家省级博物馆成立开馆

●50 2006年9月28日至10月6日

上海酒节亮相四川北路

●52 2007年11月22日

中国剧协华东地区小品创作基地落成

●53 2008年8月4日

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全面建成

●54 2008年8月5日

上海花园坊节能环保产业园落户虹口

●55 2009年11月8日

第一台国地税合一的ARM自助办税终
端上线

●56 2010年1月1日

“海宝”惊艳美国花车巡游

●58 2011年3月25日

首届“北外滩财富与文化论坛”开幕

●59 2011年4月11日

国家“指南针计划”专项青少年基地落地

●61 2014年

“精武体育”成功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62 2016年9月12日

易解放家庭荣获首届“全国文明家庭”
称号

●64 2017年3月

“市民驿站”成为百姓“家门口”服务站

●65 2017年7月1日

最美风景线滨江（虹口段）基本贯通开放

●67 2018年3月19日

老旧小区加装“家加乐”电梯

●68 2018年8月

四平路幸福村改造项目完工交房

●70 2019年3月30日

5G时代“双千兆第一区”花落虹口

7070年年7070个瞬间个瞬间（（二二））

● 42 北外滩航运一条街的三级跨越

● 44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修复开馆

● 51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重新修缮开放

● 57 “多伦路街区的红色记忆”现场教学开讲

● 60 中共四大纪念馆竣工开馆

● 66 “留、改、拆”样板——春阳里

● 69 市中心最大棚户区“虹镇老街”从上海版图消失

● 63 浦西第一高楼——白玉兰广场建成

2017年 1月 4日，“浦西第一高楼”——上海白玉兰广场
竣工建成。

上海白玉兰广场地处北外滩黄浦江沿岸，南与陆家嘴隔
江相望，西邻外滩，北眺上海音乐谷、四川北路、虹口足球
场。2009年 6月正式开工，2017年 1月 4日竣工建成。该广
场占地 5.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42万平方米，包括一座办
公塔楼和酒店塔楼，主楼高320米66层。裙房建筑借鉴了河

谷的流线形，左侧曲线型的下沉式广场和右侧曲线形的中庭
空间，一内一外，寓意上海的黄浦江和苏州河。

2018年12月23日，上海白玉兰广场购物中心正式开业，
为北外滩首座大型商业综合体。根据《虹口区打响“四大品
牌”三年行动计划》，虹口商业将呈现“一线、一街、多点”的总
体商业布局，上海白玉兰广场购物中心正是“一线”（苏州河
黄浦江沿线北外滩区域）位置的第一座大型商业综合体，其

商业定位是“时尚潮流+文化旅游”，通过聚集年轻一族购物
人群，引领虹口区商业全面升级，填补周边大型商圈的空
缺。购物中心将开设常州恐龙园在上海的首家落地展示中
心，开设首家百年上海文化旅游展示馆“微缩世界”；打造时
尚潮流夜店，集高端餐饮、奢侈品、音乐潮流于一体，呈现高
端新奇的摩登文化；设立由线上到线下、自带流量的网红生
活馆，作为创新业态的补充。

居民喜庆春阳里首批试点更新改造。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70周年周年，，虹口融媒虹口融媒
体中心特别推出体中心特别推出““壮丽壮丽7070年年··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专题专题。。更更
多内容扫码阅读多内容扫码阅读————

上海虹口上海虹口APPAPP上海虹口官方微信上海虹口官方微信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区党史办等
部门编纂《虹口相册：70年70个瞬间》一书，撷取了虹
口区70年发展历程中70个在全区乃至全市有影响的
创新做法、生动事例和重要瞬间，以小见大，共同回顾
缅怀70年来虹口在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从历史
中汲取继续前行的动力，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20 世纪 90 年代前，北外滩区域是上海航运业，特别是
外贸进出口货物和散货运输的重要集散地，位于外虹桥
的国际客运站是上海港唯一的国际客运码头。1990 年代
初，虹口区开始发展航运服务业，北外滩东大名路航运一
条街建设声名远扬。1999 年，东大名路航运街建设办公
室成立。2000 年，航运街及其周边地区已云集 600 多家航
运及相关企业。我国水上航运业的三巨头——中海集团、
中远集运和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总部先

后进驻。上海 80％的航运类企业或办事处都设在航运
街，80％的航运出口业务和 40％左右的航运进口业务在
此报关。

2005年，北外滩获批成为上海首批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中
唯一以航运为特色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2009年，北外滩航
运服务集聚区已经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2012年，北外滩被
交通部授予“航运服务总部基地”称号，成为全国唯一一个航
运服务领域的“总部基地”。总部基地的定位，为虹口区进一

步服务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奠定了基础，极大地推进了北
外滩航运服务业的功能升级和地位提升。

2017年 10月，北外滩功能区管委会成立。主要负责北
外滩地区的规划、计划推进和宣传，按照金融、航运双重承载
区的功能定位，重点发展金融、航运产业。“十三五”期间，虹
口区将对标国际航运发展的最高标准、最好水平，进一步明
确航运“一线两圈四中心”战略布局，做精做深北外滩中央活
动区的核心功能。

2001年 12月，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与虹口区政府在
多伦路201弄2号联合举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会
址纪念馆修复开馆仪式。纪念馆展览面积 267平方米。一
楼为成立大会原址；二楼为展厅。展厅分为“创建·历程”“文
学成就”“反抗·牺牲”“纪念·研究”四大部分。展示“左联”文
献、历史照片及文物。

1980年 8月，左联会址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2003年1月被列为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5年3月被
列为上海市红色旅游基地。目前，该馆展陈升级工作正在进
行中。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鲁迅为旗
手的革命文学团体。1930年 3月 2日，在上海窦乐安路 233

号（今多伦路 201 弄 2号）中华艺术大学宣告成立。它在继
承“五四”新文学传统，介绍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倡
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培育进步文艺队伍，创作反映时代精
神的文艺作品，粉碎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等方面取得
了辉煌的成就，在我国现代文学史、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
篇章。

2007年，地处长阳路62号的“摩西会堂旧址”按“修旧如
旧”的原则进行全面修缮，并于是年10月26日向公众重新开
放。2009年，旧址正式更名为“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938至1943年期间，先后有2万余名欧
洲犹太难民为逃离纳粹的屠杀和迫害来到上海虹口提篮桥一带
避难，“摩西会堂”成为当时犹太难民祈祷、聚会的重要场所。当
时，上海最大的犹太人社团犹太宗教公会长期设在“摩西会堂”
内，犹太复国青年组织总部亦曾设在此处。至今，每年仍有大量
犹太人到此寻访。1992年5月，摩西会堂旧址大门口挂上“原摩
西会堂旧址”的中英文铜牌。1993年，以色列总理拉宾参观“摩

西会堂旧址”时在留言簿上写道：“在犹太人被纳粹屠杀和驱赶
流浪于世界时，犹太难民得到了上海人民的庇护，我和以色列人
民及政府从内心深处感谢你们的帮助”。2007年5月5日，在“摩
西会堂旧址”设立“犹太难民在上海纪念馆”，以满足每年来自世
界各地的游客参观。2009年，更名为“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从 2011年起，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每年都持续在国内
外举办巡展。2019年 4月，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中共虹口区委宣传部指导，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美国纽约
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共同举办的“犹太难民在上海”系列活
动在美国纽约举行，引起当地强烈反响。

“多伦路街区的红色记忆”现场教学实况。张家禾教授
正为学员们讲述这里发生过的红色故事。

2010年，虹口区委党校教师张家禾教授开设了“多伦路
街区的红色记忆”的现场教学课程，充分发掘虹口地域红色
资源，凸显其在党性教育中的独特价值。这一课程的开设
打破了传统单一的课堂教学模式，探索出党性教育教学新
模式。

党校现场教学在当时是一种创新和探索，是对传统教学
理念的突破。张家禾教授倾注全部精力在多伦路上，他查阅
了大量资料，梳理历史上发生在多伦路街区党的活动的方方
面面史料史实，以及其与上海乃至全国党的斗争形势紧密联
系的情况，深入了解上海整个城市的历史人文背景，如街区
行政隶属沿革、居民住宅建筑类型、当年市民生活水准等。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和现场考察，他先后确认了几十个可供讲

解的教学点，从踏勘定位到设计线路，他到现场不下五、六十
次，最终形成了“多伦路街区的红色记忆”这堂现场教学课。

“多伦路街区的红色记忆”现场教学课被誉为“行走的党
课”，其影响力已辐射到江苏、浙江、江西、北京、广东、重庆、
新疆等兄弟省市区，并被列为长三角首批 12条红色文化旅
游线路之一，曾获得“2010年上海市党校系统专题课教学竞
赛一等奖”，被评为“上海市示范性党性教育基地”。

2012年9月7日，位于虹口区四川北路绿地公园内的中
共四大纪念馆开馆，江泽民同志亲自题写馆名。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欧阳淞，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李忠杰等出席开馆仪式。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5年1月11日至
22日，在上海川公路东宝兴路间的一栋石库门内（即今虹口
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召开。中共四大通过十四
项决议案，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
工农联盟问题，首次明确提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要以党的支
部为基础，强调党的工作社会化、群众化，对指导与推动革命

运动发展和党的组织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
中共四大原址房屋在抗战中被日军炸毁。为弥补建国

前在国内召开的党的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唯有四大没有建
立正式纪念馆的遗憾，虹口区委、区政府在全市相关单位支
持下，在中共四大史料陈列馆基础上，结合四川北路公园改
造和原有辅助用房的属性调整，建立中共四大纪念馆。纪念
馆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核心展陈主题，通过
多样化的展示手段，生动展示中共四大召开的时代背景、主
要成果、历史贡献。纪念馆自开馆以来，已先后获得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上海市
党史教育基地等称号。

2017年底，全市旧式里弄区域首个内部整体更新改造
试点项目——春阳里迎来了一期试点回搬的46户居民。

春阳里位于北外滩街道东余杭路211弄，建于1921年至
1936年，是典型的上海老式石库门里弄建筑，属历史风貌保
护街坊。随着上海城市建设和更新思路的“升级”，在保留保
护历史建筑过程中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的方式方法也在不断
演进，2016年，春阳里成为全市旧式里弄区域首个内部整体
更新改造试点项目。该项目由市、区财政共同出资，房屋外
部完全保留石库门历史建筑原风貌，内部在确保房屋结构安
全的前提下调整功能，厨卫成套独用，让居民彻底告别“拎马
桶”的生活。2017 年底，一期试点的 46 户居民全部回搬；

2019年3月，二期试点的176户居民陆续回搬。
从开会定方案到实地走访听民意，从挨家挨户排摸情况到

上门宣传动员，春阳里更新改造项目始终聚焦居民群众所思、所
盼、所忧、所急。为了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北外滩
街道工作人员、居委干部、志愿者们都动足了脑筋。居民们欢欢
喜喜地逐户签约、排队领过渡费和搬场费、相继打包搬家……

“梦想改造”的春风真正吹进了春阳里，吹暖了居民的心。
通过更新改造，严重破旧老化、违法搭建遍布、各类线缆

如蜘蛛网般错综复杂的老宅成为过去式。“新家”里，干净整
洁的橱柜灶台、白色一体式的独立卫浴等一应俱全，曾经奢
望的阳光也照进屋来，老房子又焕发了新的生机。

2018年 8月 9日，虹口区 122街坊二轮征询首日正式签
约率达到 90.55%，超过 85%的签约协议生效比例，这也意味
着市中心最大棚户区“虹镇老街”按下最终“删除键”。

虹镇老街面积90万平方米，曾居住逾1.38万户人家，人
口密度高，居住条件简陋，周围环境脏乱差，是上海中心城区
最大的棚户区。作为该地区的最后一隅，122街坊的居民对
旧改工作翘首以盼。在 2018年 3月份进行的第一轮意愿征
询中，该街坊曾以99.77%的高比例，刷新了虹口中等规模旧
改基地居民意愿征询率的纪录。

1996 年虹镇老街旧改启动，一期工程动迁居民 1969
户，拆除危棚简屋4.95万平方米，实现当年洽谈、当年签约、
当年动迁、当年开工建设。此后，虹口区持续加大虹镇老街
旧改工作力度，不断探索创新旧改工作方法：把人民调解工

作室建在旧改基地上；在全市率先推行覆盖动拆迁全过程
的“公开、管理、签约、监管”电子监察系统和“动迁电子协
议”；在全市首创旧区改造引入社会资本和政府购买服务；
在全市率先开展“提高全货币签约率”试点工作，推行“一证
一套”购买产权调换房屋办法，科学合理引导居民选择全货
币补偿方案；塑造党建引领促旧改的“三千”（千方百计、千
辛万苦、千言万语）工作精神……在区旧改指挥部、征收所、
街道群众工作组及志愿者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帮助居民合
理分配旧改“蛋糕”。

2019年 2月 28日，虹镇老街 7号地块A块最后 1证居民
自行搬家交房。至此，经过20多年的努力，虹镇老街16个旧
区改造地块全面完成交地任务，这一上海曾经最大的棚户区
——虹镇老街即将从上海版图中消失。

位于长阳路62号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2012年9月7日，中共四大纪念馆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