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西郊，形如“四叶草”的国家
会展中心熠熠生辉。二层步廊提档
升级、保税仓库崭露头角、100座5G
基站加紧建设……今年9月之前，国
家会展中心所在的虹桥商务区将焕
发新颜，迎接11月举行的第二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进博会是上海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缩影。上海市
负责人说，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
中心城市，是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打
创新牌走到今天的。上海要按照党

中央对上海发展的定位和要求，坚定
不移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积极为全
国高质量发展闯出新路。

“闯”，首先体现在具有突破性的
重大改革开放措施上。从1990年浦
东开发开放，到2005年浦东综合配
套改革试点，再到2013年自由贸易
试验区建设，2014年建设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创中心，2018年举办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领受设立科
创板等三项新的重大任务，都是国家
打好“上海牌”的生动实践。

重大改革试点为高质量发展“探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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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2018年10月19日拍摄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办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新华社记者 凡军 摄着眼于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实现稳中求进、进中提质，上
海正在一系列难点问题上攻坚闯关。

在提高城市经济密度、投入产出
效率上下功夫。

位于长江口的宝山，是上海传统
的工业重镇。在新一轮转型中，宝山
盘活近2000亩低效工业用地，从白、
红、黑、黄、灰各色废气“五龙飞舞”转
向邮轮产业、机器人及智能装备、新材
料、重大板块、生态环境“五龙腾飞”。

宝山转型，折射上海之变。统计
显示，上海单位GDP能耗从2010年
的0.72吨标准煤/万元下降到2018
年的0.38吨标准煤/万元。

在配置全球资源能力上下功夫。
“上海自贸试验区将努力推动离岸

贸易、服务贸易的扩大开放，加快打造长

三角一体化平台，增强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的能力。”浦东新区区长、上海
自贸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杭迎伟说。

统计显示，上海现有外资企业5
万多家，其中跨国公司总部677家、
外资研发中心444家，是我国内地外
资总部型机构最多的城市。

在增强创新策源能力上下功夫。
2018年 1月，我国科学家宣布

了世界首例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华
华”的到来。一年后，还是在上海，

“中中”“华华”的重要小伙伴，5只生
物节律紊乱体细胞克隆猴诞生。

统计显示，2018年上海研发经
费支出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
达到4%。“创新策源能力”“全球科
技创新策源地”，成为上海科创中心
建设的高频词。

在经济密度、资源配置和创新策源上下功夫

高质量发展，最终是把发展的温
暖传递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上海在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
也正在积极推动百姓高品质生活的
实现。

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土地资源始
终是最大的约束。2014年上海启动
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目前累计完成
减量43.4平方公里。这些“省下来”
的土地，很大一部分被用在了城市绿
色发展上。

统计显示，1949年，上海人均绿
化面积仅有0.132平方米，相当于每

人只有“一双鞋”。到了2018年，上
海已经实现了每人“一间房”——人
均绿化面积达到了8.2平方米。

不仅硬件设施更完善，配套服务
也更加温馨。运用大数据和智能化
推荐等技术，今年5月上海将推出全
新的“上海市养老服务平台”，涵盖新
版养老地图、养老服务机构查询、养
老政策智能搜索等主要功能。

“我有一个希望，就是未来广大
市民寻找养老服务，能够像上大众点
评找餐馆、淘宝购物一样方便。”上海
市民政局局长朱勤皓说。

民生连着民心，民生凝聚人心。
包括养老体系和养老服务、幼儿托育
和青少年教育、旧区改造和历史风貌
保护、乡村振兴在内，“老小旧远”问
题成为今年上海民生工作的聚焦点，
浓缩着上海在提升市民群众获得感
和满意度方面的一贯追求。

答时代之问，启未来之程。在追
求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让城市发展
的“大图景”与千家万户的“小目标”
交相辉映，申城上下正在书写一份无
愧于新时代的“上海答卷”。

（据新华社上海4月20日电）

让城市的温度覆盖每个街角

专题

如何选择幼儿平衡车的尺寸

健康中国人

海南第一届宝宝亲子
平衡车大赛开赛
300萌娃联手家长PK平衡感

海南省妇女联合会有关领
导为今天胜出的家庭颁发了奖
杯，并对此次比赛做了总结：“健
康中国人·海南第一届宝宝亲子
平衡车大赛”，致力于推广2-6
岁儿童平衡车运动，给孩子们创
造运动与大自然结合的亲子教
育活动，既可锻炼学龄前儿童的
平衡力，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和独
立能力，增强孩子的团队精神，
同时，对于增进孩子与父母之间
的情感，促进孩子健康成长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次活动主办方之一的中
源协和海南分库总经理助理孟
威说：中源协和海南省干细胞库
是得到海南省委与省政府重点
支持、批准设置的省内唯一集干
细胞采集、保存和科研于一体的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其运行单
位海南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属于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
司。此次举办“健康中国人·海

南第一届宝宝亲子平衡车大赛”
正是该公司一直以来致力于“健
康中国人，生命银行助力健康成
长”，关注生命健康理念的充分
体现，希望通过此次比赛，让能
使更多的家长关注幼儿健康问
题，更多地陪伴孩子的成长。

今天上午，在海南省妇女联合会的指导下，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与中
源协和海南分公司联合主办的“健康中国人·海南第一届宝宝亲子平衡车
大赛”，在海南省国际会展中心开赛。今明两天，来自全省300多名2-6
岁的儿童与家长将分时段竞技，上演萌娃版“速度与激情”。

举办“健康中国人·海南第一届
宝宝亲子平衡车大赛”活动旨在助
力儿童健康成长，实施《“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提到的青少年
体育活动促进计划，通过活动将海
南当代婴幼儿德智体方面进行有效
展示，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得到快乐，

增进身心健康与人际关系，使幼儿
的智力潜能得到良好的发挥，树立
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紧密
家庭亲子关系，促进家庭和社会和
谐，同时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
观念，提高家庭教育的水平。

儿童平衡车主要针对2-5岁
的幼儿设计，主要锻炼幼儿的平衡
能力，因滑行中需要双脚着地，双
腿共同用力向前滑动，所以也可以
锻炼孩子双腿肌肉均衡发展。滑
行车运动属于户外运动，能增加家
长和孩子的互动以及户外活动的
时间。因此，近年，平衡车运动在
我国迅速流行了起来。

今天虽然是周末，但是小朋友
们8点多就陆续来到了比赛现场。

今天的比赛一共分为两个部
分，上半段是团体赛，分小、中、大
班三个年龄段的角逐，每个年龄段
又分为初赛、半决赛和决赛，最终
角逐出三组冠亚季军。比赛的下
半段是个人赛，这场比赛将是平衡
车爱好者们的竞技大比拼。

首先开赛的是团队赛的小班
组比赛，小朋友一上场便突发了

“乌龙事件”：大个头的家长们骑
着小朋友们小巧的平衡车，好不
容易来到了赛区中段与小朋友们
接力，而这群3岁左右的小家伙
们又集体将平衡车骑到了始发
点，与终点背道而驰。当小家伙
们听清了现场指令后，纷纷掉头，
向终点冲去。

九十度弯道，小拱桥障碍，再
一个九十度弯道，直行冲刺，小家
伙们一个个来了精气神，滑行、减
速、蹬腿，上坡，减速，加速蹬腿滑
行，在家长陪伴和鼓励下，小朋友
终于完全进入了比赛状态。

到达终点后，4岁的小辰辰低
头问爸爸：“我们是第一吗？”爸爸
告诉他：“刚才过障碍的时候辰辰
反应很机智，虽然这次我们不是第
一名，但是下次我们一定更努力。”
没有赢得小组前三的辰辰失去了
参加半决赛的机会，但是在家长的
鼓励下，全情投入比赛的辰辰终于
知道了比赛的意义不仅仅是成功，
还有不气馁。

小班组的冠军是A001号的
果果，他只有3岁半，半年前，因为
小时候爬行很少，平衡能力不够
好，妈妈为他买了一辆平衡车，每
周果果都有几天会进行每次1.5小
时的平衡车专业训练，现在果果不
仅平衡感好了很多，户外运动也增
加了。

中班的比赛中，当所有的选手
都到达了终点，B0034号选手却一
直迈着小碎步缓慢行进。值得称
道的是，这位小朋友的妈妈全程猫
着腰，迈着孩子一样的小碎步在旁
边鼓励着孩子走完了整个赛程。

大班组的比赛中，一位选手在
终点处不小心重重摔倒，一位老师
立即跑过去紧紧地抱着他，并细心
查看他跌倒的部位。

就像这场比赛的初衷一样：这
场比赛不仅仅是对参赛小选手平
衡感、应变能力以及亲子亲密度的
考验，也是一次难得的老师与孩子
之间，孩子与家长之间快乐与爱的
深度体验。

健康运动使孩子感知爱与快乐

助力儿童健康成长

希望家长给予幼儿更多陪伴

幼儿平衡车适用身高80CM-120CM的2-5岁幼儿，实
际使用需要根据身高、腿长测量选择合适尺寸的儿童平衡车。

2岁+，身高85cm+,腿长30cm+: 建议选择8寸轮
的M号；3岁+，身高90cm+,腿长35cm+: 建议选择
12 寸轮标准车胎的 1 号；3 岁+，身高 95cm+,腿长
42cm+: 建议选择12寸轮62*203大轮胎的XL号

小知识

张行健/摄影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次会议

继续审议民法典物权编草案、
疫苗管理法草案等

据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次会议20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
刘季幸作的关于法官法修订草案、检察官法修订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对两个
修订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会后再次征求社会公
众意见。宪法法律委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
意见和各方面意见，对草案进行了逐条审议和进
一步修改，建议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李
飞作的关于证券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草
案三审稿根据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试点的进展情
况，增加关于科创板注册制的相关规定，同时根据
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对证券公开发行、
证券交易、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等相关规定作了
修改完善。

根据民法典编纂工作计划和安排，在常委会对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整体进行初次审议后，将各分编
草案分拆为几个单元进行若干次审议和修改完善；
到2019年12月，将之前已出台的民法总则同经过
常委会审议和修改完善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合并
为一部完整的民法典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
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沈春耀分别作的关于民法
典物权编草案、人格权编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
丛斌作的关于药品管理法修正草案修改情况的汇
报。草案二审稿将药品领域改革成果和行之有效
的做法上升为法律，并将修正草案改为修订草案，
增加了药品管理应当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等基本要
求，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各环节的责任，规
范网络销售药品行为，加强药品上市后管理，进一
步加大对药品违法行为处罚力度等。

会议听取了丛斌作的关于疫苗管理法草案修
改情况的汇报。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激励和支
持疫苗研制和创新，进一步加强预防接种管理、规
范预防接种行为，国家实行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
偿制度，进一步体现“四个最严”要求，补充完善法
律责任，提高违法成本。

为更大程度激发市场、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
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配合外
商投资法实施，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建筑
法等8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
托，司法部部长傅政华作了说明。

闯

进

暖

观察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和未来前景，经济中心
城市上海是一扇很好的窗口。

根据党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置身于经济
全球化的大背景和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上海正在全力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去年11月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以一系列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措施、高标准的城
市治理实践，探索高质量发展之路，创造高品质生活。

百尺竿头再登攀
——高质量发展的“上海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