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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便可“深度阅读”
沪391处优秀历史建筑贴上二维码

本 报 讯 建筑是可以阅读的， 街区是适合漫步的
……昨日上午，上海市旅游局举行
“
建筑可阅读”现场推
进会，会上透露，黄浦区、徐汇区等391处优秀历史建筑，
31处文保单位中涉及名人建筑，12处历史文化风貌区已
相继设置二维码，供市民游客
“
深度阅读”。
上海集中了世界各国的建筑精华，素有
“
万国建筑博
览会”的美誉，成为百年来东西文化交融的结晶和见证。
市旅游局等部门梳理完成了
“
建筑可阅读”二维码设置对
象。 据统计，黄浦区、徐汇区、静安区、长宁区、虹口区、杨
浦区内涉及前三批优秀历史建筑391处，国家级、市级文
保单位中涉及名人的建筑31处，历史文化风貌区12处，已
经根据目录开展二维码设置工作。
智慧导览服务标志应该醒目、易扫读，不得触发下载
与导览服务无关的信息，按
“
谁发布谁负责”的原则，由服

务主体负责管理和维护……昨天上午，《上海市标志性建
筑智慧导览服务质量要求》正式发布，明确了标志性建筑
智慧导览设施建设和旅游服务的基本要求， 确保游客获
得
“
建筑阅读”的良好体验。
市旅游局局长徐未晚表示， 上海还将丰富阅读内
容，打造智慧导览，综合运用音频、视频 、AR 产 品 等 形
式，通过“
乐游上海”、“
上海发布”等微信公众号平台专
用通道，实现 建 筑 的“能 读 ”“能 听 ”“能 看 ”； 依 托 红 色
历史建筑，讲好红色旅游故事，加强红色旅游与建筑阅
读的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建筑，成为人们走近历史、
缅怀先辈的圣地；挖掘黄浦江沿岸建筑资源，推进浦江
游览与岸线旅游资源的联动发展， 特别是与历史建筑
的互动和互通。 今后，上海还将举办“阅读建筑”主题活
动，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建筑；创新设计旅游衍生产品，

丰富阅读建筑的旅游体验， 放大阅读建筑旅游的综合
效应。
据悉，徐汇区积极推进阅读点建设，已经形成多达11
种阅读方式；黄浦区策划了
“
走进外滩建筑”项目，开放了
外滩源1号、和平饭店等7座外滩优秀历史建筑；静安区在
“
乐游静安”VR全景旅游地图的基础上，策划相关旅
做好
游纪念品，设计不同点位纪念卡片，供市民游客收藏；长
宁区积极开展
“
邬达克老建筑之旅”等微旅行活动，并与
美团点评等互联网公司合作策划历史建筑线上导览系
统；虹口区通过设计二维码，将120处历史建筑和名人故
居串联构成现实与数字相融合的“
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杨浦区结合黄浦江沿岸旅游导览工作，通过VR全景地图，
以听语音、看影像、读文字的形式，让游客全方位阅读了
解滨江历史建筑。

寻找“未来文艺之星”网络小说创作大赛颁奖仪式在沪举行

新华社携手阅文集团共筑青少年文学梦想
本报讯 7月10日，QQ阅读杯——
—
寻找
“
未来文艺之星”网络小说创作大
赛颁奖仪式在沪举行。《蒲公英的使命》
《桑秋》 两部作品分获一等奖和评审会
奖。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新华社中国
经济信息社、上海网络作家协会、上海
市学生联合会为活动主办单位，阅文集
团为协办单位。 大赛旨在唱响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给热爱文学的广大青少年
搭建抒发梦想、实现梦想的平台。 大赛
从2017年12月开始面向全国征稿，至
2018年4月10日截稿， 参赛者大部分是
“
90后”和
“
00后”，参赛作品合计1500余
万字。
经组委会初审、 复评和专家评审
等多轮审慎评判，《二月葡萄》
《想叔》
《人民的审判》 三部作品获得二等奖，

《冷月葬诗魂》《守墓人》《问心求善》
《手机》
《烟火焚城》
《清风吹过那个夏
天》六部作品获得三等奖，湖南省衡南
二中颜璇的作品 《青春， 没有十全十
美》获得QQ阅读票选人气奖，黑龙江
大学耿浩轩的作品《最美的青春》获得
最强创意奖。
作为本次大赛的唯一协办方和
引领行业的正版数字阅读平台与文
学IP培育平台， 阅文集团在大赛举办
期间，充分发挥既有优势，在选拔渠
道、评选体系以及传播推广方面对大
赛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助力热爱网文
的创作者在这一舞台发光发热。 此
外，包括血红、骷髅精灵、苏小暖、叶
非夜在内的多位阅文白金作家作为
官方评审，共同参与选拔具有潜力的
作家及作品。

让国内外游客有新体验

科技嘉年华邀你来体验
上海科技节品牌活动
“
科学之夜”走进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在暑期档拉开全市延展的大
幕。 即日起至7月15日，科学将与城市融合共鸣，以
“
关注科学，关爱城市”为主题的科学嘉年
华，将开设日场场次和4个双休日夜场场次，邀请市民一起感受城市温度，感知科学魔力，释放
夏日激情。
图文 东方 IC

摩拜单车以旧换新在沪获批
置换数量不低于5万辆
本报讯 （记者

王佳妮）

近日有细心市
民发现，一款橙白相间的新型摩拜单车出现在
申城街头。 记者从摩拜上海获悉，今年5月已正
式启动车辆置换工作，置换数量不少于5万辆，
将分批与上海市民见面。
记者在街头看到，新款摩拜单车外观焕然
一新， 橙白相间的线条配色与之前有较大区
别。 摩拜方面表示，
“
轻”是此次新车最大的亮
点之一。 新车身强度超欧盟标准50%，而整车
仅重15.5千克。同时，新车采用全新低阻力实心
车胎，骑行路面阻力降低27%。
禁投令”下，摩拜新车从何而来？ 对
上海
“
此， 摩拜单车华东区公共关系总监朱乾表示，
摩拜单车经报备市区两级行业主管部门同意，
在今年4月初进行小规模试点后，已于5月正式
启动车辆置换工作。 据朱乾介绍，本次置换遵
“
先换出再换入”的原则，旧车编码在政府信
循
息平台中作废并登记，该编码单车不再向上海
提供单车服务并统一回收处理；新车编码将统
一录入政府信息平台，在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
下完成新车置换投放。
从2016年4月22日至今， 摩拜单车在沪运

营已有2年之久， 随着运营时间和骑行里程的
增长，车辆产生自然损耗，不少车辆面临维修
及更新等问题。 记者从摩拜上海获悉，截至目
前，上海已主动回收暂存街面旧车69372辆，计
划回收至少10万辆。 回收的车辆主要为2016年
下半年投放的lite 1.0版单车， 其中已运往外
地报废绿色回收33375辆。
报废车辆有否标准？ 对此，摩拜上海相
关负责人介绍，摩拜单车在上海有一支线下
运维团队，每日根据摩拜大数据系统显示的
信息在街头查找回收故障车辆。 摩拜单车的
全生命周期智能管理平台上记录着 每 辆 车
的各部件维修保养记录，可以追溯每一个零
部件的使用寿命， 并根据维修保养记录，优
化车辆的设计生产，从而提高车辆的使用寿
命。 据了解，对于确认报废的回收车辆，摩拜
单车将统一回库返厂后，交由再生行业专业
的合作伙伴为摩拜单车提供单车生 命 周 期
结束后的回收拆解及无害化处理等 专 业 化
服务，实现废旧车辆100%回收。 其中，智能
锁、太阳能板、轮组都会回收和通过检测后
重新使用。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新客运大楼启用
本 报 讯 （记者 张 宝 珍）明日，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新客运大楼将试
运营，同日将迎来盛世公主号、诺唯
真喜悦号、 地中海辉煌号等3艘大型
邮轮靠泊。 届时，2万多名出入境游客
将现场感受三艘巨轮同时停靠邮轮
港的壮丽景象，也将体验新客运大楼
启用后，上海邮轮服务带来的便捷与
舒适。
宝山区委常委、副区长苏平表示，
邮轮经济涵盖了
“
上海四大品牌”建设
的内容。该区将全力对接上海
“
四大品
牌”战略，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和区位特
点， 努力将邮轮经济打造成“
四大品
牌” 重要板块。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于
2011年10月15日正式开港， 经过7年
的运营发展， 累计接靠国际邮轮近
1800艘次，接待出入境游客1000余万
人次，成为全球排名第四的邮轮母港。
据悉， 新客运大楼工程包括新建
码头2座、平台、引桥、客运大楼及廊
道，其中有新建面积约为8.2万平方米
的水工平台，长度为620米的新引桥，
建筑面积约为5.5万平方米的两栋新
客运楼及廊道。 新大楼扩建岸线总长
度至1600米，拥有两座15万吨级码头
及两座22万吨级码头，形成水陆联动
的四船同靠， 具备年接靠国际邮轮
800至1000艘次、年接待游客量357.8
万人次的运营能力，开启运营新纪元。
为此，宝山公安、建管委等部门已
做好充足准备。在交通疏导方面，依托
大数据，确保通行速度最大化；在完善
路网和公共交通方面， 积极打通断头

路和微循环道路， 提升周边公交运载
能力，整合多方停车资源配套服务；在
安全保障方面， 确保邮轮码头区域客
流秩序平稳可控。
据了解，宝山区将结合国家
“
一带
一路” 战略布局、 上海建设“
四个中
心”、
“
四个品牌”和打造
“
世界著名旅
游城市”的发展规划，加快培育邮轮产
业链，坚持
“
快乐港口、智慧港口、绿色
港口、示范港口、共赢港口”的五大建
设标准， 为将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打造
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一流邮轮母
港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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