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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上海科技节周六开幕

本报讯 2018年上海科技节将于5月19日至5月26日
举办，为期8天，活动主题为
“
万众创新——
—向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据市科委主任张全介绍，本次科
技节期间既有趣味盎然的科普活动， 又有内容丰富的科学
讲座；既有科学和艺术相结合的舞台表演，又有围绕科技主
题的展览展示； 既有科学家与公众的面对面交流， 又有大
学、研究所、重点实验室的开放活动。 组委会将集全市之力，
推出十大板块活动，为上海市民呈现一场规模宏大、内涵丰
富的科技嘉年华。

科学家走上红毯

此次开幕式将举办科技节启动仪式和
“
科学红毯秀”活
动，邀请科学家、科技工作者走上科学红毯，打造科学家明
星，营造热爱科学、尊重科学的社会氛围。
今年将邀请王建宇、丁奎岭、宁光、崔维成、孙强等知名

为期8天

科学家，尹志尧、朱军、严云福等企业科技领军人才，以及挪
威科技节创始人、天文学家加里克·伊斯雷利恩，泰国国家
科技馆馆长雷文·拉维翁斯，爱尔兰
“
好奇节”首席执行官和
联合创始人丹尼尔·文森特?麦卡锡等嘉宾走上红毯。

重点实验室向公众开放
科技节期间， 全市将有300余家科普教育基地向公众
免费或优惠开放；10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的重点实验室、世
界500强企业将邀请公众走进实验室，听科研人员讲实验室
里的故事，感受科学的魅力，拉近科技和公众的距离。 此外，
还将组织科学家、科技工作者、科普志愿者带领社会公众参
与到科技节各项活动。
上汽集团、上海电气、上海兆芯、寒武纪科技、分布科
技、复旦大学将为市民带来
“
核电焊接转子”
“
十亿像素云相
机”
“
智能视觉感知技术”
“
区块链”等最新成果资讯。 此外，

还将带领在校大学生
“
走进世界500强”，近距离感受企业运
作和氛围，与科学家、工程师进行面对面交流，让同学们能
够更好规划职业未来。

启动职工创新成果奖评审
此外， 全市16个区都将举办区级科技节或上海科技节
区级活动分会场。 其中，市总工会将举办2018年职工科技
节，市卫计委将举办2018年上海卫生科技活动周等。
据悉，职工科技节内容非常丰富，包括表彰2017年度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命名第七批
“
上海市劳模创新
工作室”；举办上海职工培训服务大平台启动仪式；举办
“
上
海职工优秀创新成果奖”评审启动仪式；举办推动长三角
职工技能技术培训、技术交流及比武活动；举办全国职工
职业技能大赛上海地区启动仪式。

沪文明社区、镇、家庭等名单公布
本 报 讯 昨天上午举行的2018年上
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表彰了
2015-2017 年 度 上 海 市 文 明 城 区 、
2016-2017年度上海市文明社区、文明镇
等名单。 有你熟悉的吗？

2015-2017年度
上海市文明城区（共16个）
浦东新区、徐汇区、长宁区、普陀区、静
安区、虹口区、杨浦区、黄浦区、闵行区、宝
山区、嘉定区、金山区、松江区、青浦区、奉
贤区、崇明区

步行街上的生态风景画
日前，在上海南京路步行街上，近200米长的大幅生态风景画及画中憨态可掬的卡
通人物吸引众多路人拍照留影。
图文 东方 IC

申城45家影院将参加上影节展映

本 报 讯 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下
简称
“
上影节”）日前公布45家展映影院名
单。 今年3月起，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和上
海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启动本届电
影节展映影院征选，全市共有86家影院报
名。 为了给影迷们带来一流观影体验，上
影节展映影院的评选，以区域布点、影院
座位数绝对值、星级影院、影院安全服务
保障等多项条件为基础， 针对服务质量、
放映安全、技术设备亮点等进行了多重考
核。 经过实地考察和层层筛选，最终，45家
影院脱颖而出。 其中，除了老牌的上海影
城、大光明、新衡山、和平影都等之外，还
有11家新晋影院入选。
上海的电影院数量不少， 但要成为
上影节展映影院，门槛还挺高。此次选出
的45家展映影院， 特点十分鲜明： 一是
覆盖了全市16个区， 中心城区每个区至

少拥有3家以上影院， 郊区金山、 奉贤、
崇明等也各至少有一家影院， 整体区域
布点比较完善；二为星级影院占比较高，
今年初上海在全国率先展开的星级影院
评定的成果， 在电影节展映影院征选结
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45家展映影院共
有33家星级影院，占比达73.3%；三是技
术创新影院较多， 有不少展映影院的影
厅运用了LUXE激光技术、LED技术和杜
比新技术， 都将进一步提升观众的观影
体验。
今年， 上影节全面提升服务能级，从
放映的服务、安全、技术等方面对各影院
的经理、 放映主管和运营主管进行培训，
强化影院责任感， 提升影院管理效能，全
面保障放映质量，争取为来自海内外的影
迷提供一流的
“
上海服务”，为打响“上海
文化”品牌作出努力。

国家赔偿有新标准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每日赔偿284.74元

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5
月16日下发通知， 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刑
事申诉检察部门在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
务机关的国家赔偿案件时， 执行新的日
赔偿标准284.74元， 该标准较上年度增
加25.85元。
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有关负责人
“
侵犯公民
介绍，国家赔偿法第33条规定：
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
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国家统计局5月15
日公布，2017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
本报讯

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4318元。 根据上述法
律规定、统计数据，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提供的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公式，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国家赔偿案
件，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确定了新的日
赔偿标准为284.74元。 另据《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21条第2
款，各级检察机关自5月16日起，作出国家
赔偿决定时， 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执
行新的日赔偿标准。

2016-2017年度
上海市文明社区（共94个）
浦东新区（11个）：陆家嘴街道、潍坊街
道、塘桥街道、洋泾街道、花木街道、金杨街
道、沪东新村街道、浦兴路街道、上钢新村
街道、南码头路街道、东明路街道。
徐汇区（10个）：徐家汇街道、天平路街
道、湖南路街道、枫林路街道、斜土路街道、
田林街道、虹梅街道、康健新村街道、龙华
街道、漕河泾街道。
长宁区（9个）：虹桥街道、华阳路街道、
新华路街道、天山路街道、新泾镇、江苏路
街道、程家桥街道、仙霞新村街道、北新泾
街道。
普陀区（7个）：万里街道、长征镇、长风
新村街道、真如镇街道、曹杨新村街道、甘
泉路街道、长寿路街道。
静安区（12个）：静安寺街道、临汾路街
道、南京西路街道、彭浦新村街道、曹家渡
街道、大宁路街道、江宁路街道、共和新路
街道、天目西路街道、石门二路街道、彭浦
镇、宝山路街道。
虹口区（4个）：曲阳路街道、四川北路
街道、凉城新村街道、嘉兴路街道。
杨浦区（8个）：殷行街道、五角场街道、
四平路街道、延吉新村街道、五角场镇、新
江湾城街道、长白新村街道、控江路街道。
黄浦区（9个）：南京东路街道、半淞园
路街道、外滩街道、瑞金二路街道、五里桥
街道、打浦桥街道、淮海中路街道、豫园街

道、小东门街道。
闵行区（4个）：江川路街道、古美路街
道、新虹街道、莘庄工业区。
宝山区（3个）：友谊路街道、张庙街道、
吴淞街道。
嘉定区（4个）：嘉定镇街道、新成路街
道、嘉定工业区、真新街道。
金山区（2个）：石化街道、金山工业区。
松江区（5个）：方松街道、岳阳街道、永
丰街道、中山街道、广富林街道。
青浦区（3个）：夏阳街道、盈浦街道、香
花桥街道。
奉贤区（3个）：金海社区、海湾镇、海湾
旅游区。

2016-2017年度
上海市文明镇（共79个）
浦东新区（16个）：南汇新城镇、金桥
镇、曹路镇、张江镇、合庆镇、唐镇、高桥镇、
高东镇、高行镇、北蔡镇、周浦镇、航头镇、
新场镇、老港镇、泥城镇、书院镇。
徐汇区（1个）：华泾镇。
普陀区（1个）：桃浦镇。
闵行区（7个）：浦江镇、吴泾镇、马桥
镇、莘庄镇、七宝镇、虹桥镇、华漕镇。
宝山区（8个）：罗泾镇、庙行镇、顾村
镇、大场镇、高境镇、淞南镇、杨行镇、罗店
镇。
嘉定区（5个）：嘉定新城（马陆镇）、南
翔镇、徐行镇、外冈镇、华亭镇。
金山区（6个）：朱泾镇、亭林镇、漕泾
镇、张堰镇、金山卫镇、吕巷镇。
松江区（8个）：泖港镇、九亭镇、新浜
镇、洞泾镇、车墩镇、小昆山镇、新桥镇、佘
山镇。
青浦区（6个）：赵巷镇、华新镇、徐泾
镇、练塘镇、金泽镇、白鹤镇。
奉贤区（5个）：南桥镇、柘林镇、青村
镇、庄行镇、四团镇。
崇明区（16个）：陈家镇、城桥镇、新海
镇、新村乡、竖新镇、横沙乡、新河镇、长兴
镇、堡镇、绿华镇、港西镇、庙镇、建设镇、三
星镇、中兴镇、向化镇。

地中海
“
辉煌号”首航入申城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迎来第一千万名入境游客
本 报 讯 （记者

张 宝 珍）明天，载着
3400多名旅客的地中海
“
辉煌号”将首航
靠泊有着
“
东方之睛”美誉的上海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 届时，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将
迎来第一千万名入境游客。 作为第20艘将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作为母港的大型邮轮，
它将带着4000名旅客从这里开启中国首
航，踏上往返日本博多的5天海上之旅。
作为宝山的一张
“
世界级名片”，吴淞
口国际邮轮港于2011年10月15日正式开
港。六年多来，累计接靠邮轮1600余艘次、

出入境游客突破1000万人次，带动中国成
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邮轮客源地
市场。
宝山区委常委、 副区长苏平表示，将
对标上海全力打响的四大品牌，重点做好
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一是创新“邮轮服
务”， 打造上海重要开放窗口； 二是推动
邮轮制造”， 摘取造船业“
皇冠上的明
“
珠”；三是发展
“
邮轮购物”，助力上海国际
消费城市建设；四是传播
“
邮轮文化”，厚
植邮轮经济发展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