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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镇

本 报 讯 （记者 张 宝 珍）今天，经商务部
批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支持、中国建筑文化中
心主办的
“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城市建设博览会”
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隆重开幕。 展
会面积近万平方米， 国内外专业展商150余家，
特别是广州、苏州、厦门、威海、白银等城市参加
的管廊、海绵试点城市建设成果展，精彩纷呈，
别具一格。
展示分为综合展和主题展两部分，综合展由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题展、行业学协会工作成果
展、 示范城市、 建筑类高校科研成果展4部分组
成。 主题展由绿色城市建设主题展、创新城市主
题展、宜居城市主题展、城乡发展主题展、国际组
织展等组成，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展示住房
城乡建设事业在过去五年来的工作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题展分
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展示世界文化遗产31项，文
化景观遗产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自然
遗产13项； 第二部分展示国家16座历史文化名
城；第三部分展示22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第四
部分展示4个保护规划案例。 如世界遗产：被誉为
“
露天道教博物馆”的三清山，遗存道教古建筑、石雕像、摩
崖题刻达230多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哈尔滨在18世纪建
有的村落、寺庙、欧式教堂及中央大街等。 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名村：始建于1086年的苏州昆山周庄，其60％以上的民
居仍为明清建筑，近百座古典宅园和60多个砖雕门楼及各
具特色的古桥。 安徽黄山市古称弘村，完好保存了明清民
居140余幢，是国家首批12个历史名村之一。
城博会论坛紧贴新时代城市建设的主题，邀请政府相
关部门领导、行业专家、学者，对城市建设理论与实践、城
市风貌与城市转型发展的挑战与路径等内容进行深入研
讨；同时还举办生态文明技术与应用、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城镇清洁供热规划三个分论坛；
“
标准大讲堂”系列公益活
动、2018全国园林景观、 全国智慧城市与物联网创新发展
高峰论坛、第四届中国BIM技术交流会暨优秀案例作品展
示会也在展会期间举办，展会现场有13家城市建设现场技
术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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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苑·快乐家园
举行重阳名医专家义诊

本报讯 情满重阳节，义诊送健康。为传承和发扬尊
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关爱长辈的健康，今天，著名老年科
专家， 主任医师钟远教授率领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农工
党支部的11名各科专家团队来到快乐家园开展老年科、
脑外科、肿瘤科、针推伤科、心血管、呼吸科、骨科等义诊
活动，为老人们送上一份重阳健康礼物。据悉，新东苑·快
乐家园是高品质的健康养老综合社区， 倡导全方位的服
务理念，为长者提供从居家颐养、社交休闲、文化娱乐到
健康护理的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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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工业互联网·工业电子商务融合发展
2018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将在沪举行
本 报 讯 （记者 张 宝 珍）作为
我国产业互联网每年一度的高端论
坛，10月12日， 由中国互联网协会和
宝山区政府联合主办，中国产业互联
网促进中心、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
践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宝山区经
济委员会和宝山区文广局承办，宝山
区大场镇政府、 宝山航运发展区、宝
山区月浦镇政府、 宝山工业园区、工
业互联网产业联盟上海分联盟、上海
市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会、上海北郊未
来产业园共同协办的2018 （第五届）
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将在上海
盛大开幕。 本次盛会重点围绕
“
产业
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工业电子商务”
主题，汇聚来自国家工信部、中国互
联网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上
海市经信委、上海市发改委、上海市
商务委、上海市科委、上海市宝山区
委区政府、 全国区块链产业联盟、宝
武集团、商汤集团、百度集团、浪潮集
团、 中兴集团、 树根互联等来自政、
产、学、研的多位大咖以及各行业的

众多资深专家，进行深入探讨与经验
分享。
据悉，自宝山率先争创成为全国
首家“
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
以来，围绕
“
一带、三线、五园”的总体
布局，集聚创新要素，拓展产业载体，
重点布局了16个中国产业互联网创
新实践区重点园区，在产业互联网方
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促进了宝钢工
业技术、宝钢金属、幸福摩托、发那
科、富驰高科、赛赫智能等一批制造
业企业在智能设备、数字车间、数字
工厂、企业协同等方面的创新突破；
使区域内普洛斯、宝寰供应链、好屋
网、微盟、爱回收、猎上网等一批企
业带动了传统服务业在零售、贸易、
物流等领域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
发展； 积极引导互联网企业与宝山
传统行业整合资源， 打造基于互联
网的行业功能性服务平台， 引领传
统行业转型升级； 大力发展工业电
子商务， 发挥上海钢联大宗商品交
易平台、欧冶云商、上海钢铁交易中

心等钢铁行业领军电商的带动效
应， 打造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钢铁电
子商务基地； 着力培育发展一批为
产业互联网提供技术、产品、服务等
专业配套的企业，鼓励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3D打印、卫
星应用等技术的创新应用， 形成面
向行业的互联网综合解决方案；以
宝信数据、世纪互联、积成电子、触
控科技、玛瑞斯、复控华龙等一批重
点企业为龙头， 打造上下游产业链
和产业基地。 经过五年来的不懈努
力， 宝山形成了传统产业与互联网
齐头并进、融合发展的先发优势。
论坛上，参会领导将共同为国家
工业电子商务试点区重点园区、中国
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重点园区和
产业互联网创新示范企业授牌。 同
时， 宝山区区块链产业联盟揭牌，标
“
产业互联网”，把
志着宝山区将借势
产业转型发展创新示范区、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承载区
建设落实在行动上。

与传统学术技艺载体进行对话

《非器之器》屠娟个展亮相申城

本 报 讯 （记者 张 宝 珍）为期5
天的
“
非器之器”屠娟作品展暨设计
师沙龙活动，昨日在吴昌硕纪念展馆
内举办。 陶瓷/玻璃艺术家和銮艺术/
瓷语堂创始人屠娟，通过个人艺术实
践成果的展示，在向吴昌硕大师致敬
的同时，与传统进行学术、技艺、载体
等方面的对话。
屠娟充分研究泥料、器型、釉料、
窑变等陶瓷本体艺术的表现语言，结
合中国画的传统技艺，在陶瓷艺术表
现上融合呈现，将陶瓷的质感、器型、
画意等因素有机地统一起来，由此达
到了较高的艺术表现力，在这个方面

屠娟有着明显的学院派特质。
屠娟这次个人作品展，包括陶瓷
和琉璃两类作品。 在总体方向的把握
上，充分揭示陶瓷和琉璃作品的“
架
上”属性，淡化其在功能上的属性。 决
定
“
功能”的器型，在于屠娟作品的本
身， 仅以艺术塑造载体的性质存在，
假借”的物质条件；在这个关键因
是
“
素上，与功能性器皿的追求，存在着
本质的差别。 所以本次展览的名称为
《非器之器》。 非器是宣告作品的架上
性，器是作品的物质载体。
此次展览的展品
“
以少见多”。展览
及活动分六个主题，分别在四个空间里
展出。 四个展厅展出的主题分别是：《离
山，瓷语》，此馆三米长桌展示山脉系列
及玻璃、陶瓷作品；《沏水，器语》，此馆
展示书房意味的瓷件及茶室意味的瓷

赋能时尚产业

件；《空心，器语》，此馆展示各类瓶罐缶
杯碗等瓷件；《思悟，观影》，此馆为观影
房， 通过影像传达表现屠娟创作的经
过；中庭雅集观览画册等。
屠娟的琉璃作品，同样具有显著
的学院气息。 其虫洞系列、山脉系列
等琉璃作品， 无论从创作意图到设
计，以及配料的选定与加工，都显现
出纯粹的艺术表达的取向。 展览期
间， 还特别组织了设计师沙龙活动，
活动日邀请了六位嘉宾一同参与对
话，对话主题为：
“
遇见陶瓷 邂逅艺
术”。 围绕这个主题， 让大家从地产
人、设计师，以及艺术的角度去关注
生活与艺术的集合点。 此外，展览现
场还设置了《非器之器》屠娟艺术活
动短纪录片的观影活动，多维度地展
现屠娟的创作实践活动。

培育未来人才

时尚产业人才成长联盟（首届）年会将举行

本 报 讯 （记者 张 宝 珍）2018年10月13日，时尚产
业人才成长联盟（首届）年会暨长三角时尚产业人才成长
&发展一体化交流活动将在上海盛大举办。 此次年会将全
方位启动国际时尚产业人才成长联盟，深入发掘高校与产
业集团、地方政府的合作与互利模式，探索多样化、多层级
的合作途径，旨在赋能时尚产业人才，推动时尚产业在服
务长三角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过程中做出更多贡献。
上海时装周组委会副秘书长邵峰先生、 吕晓磊女士
将出席本次联盟年会，上海纺织协会、上海市服装行业协
会、上海服装设计协会等行业机构的相关领导也将参会。
联盟发起方及上级集团领导： 上海时装周组委会副主任
兼秘书长、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朱勇先生，百联集
团有限公司总裁徐子瑛女士， 康泰纳仕集团中国区总裁
廖梅淳女士将在联盟年会上分别致辞；朱勇先生、徐子瑛
女士和廖梅淳女士还将共同为时尚产业成长联盟的首批
成员单位授牌。

时尚产业人才成长联盟：以时尚之名，应时代之变

时代变化和发展对人才的培养与提升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在国内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上海国际时尚教育中心
（SIFEC）、百联集团时尚中心和康泰纳仕时尚设计培训中
心共同发起成立时尚产业人才成长联盟（CFTA）。 联盟致
力于推进产业和教育的交流融合，真正寻求
“
教育向产业

输送人才，产业为教育指明需求”的合作模式；同时大力
促成对时尚产业人才全阶段培养赋能的交流与合作，秉
“
协作、共建、共享”的原则，为中国时尚产业发现、培养
承
未来最具潜力及商业价值的紧缺人才， 为时尚产业的健
康发展做出贡献。
在本次联盟年会上，上海国际时尚教育中心（SIFEC）
将与上海肯耐珂萨人力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强强联
合，启动国内首个《时尚产业人才需求白皮书》计划。 白皮
书基于产业对时尚人才的需求和专家对行业人才走势的
预测，从多维度进行海量分析，力求解决时尚人才供求不
平衡的矛盾，帮助时尚品牌进行正确的人才决策。

FABA商学院：扎根上海，深度整合时尚与商业
人才是时尚这个以创意创新为生命的行业最宝贵的
资源。 要真正培育出时尚产业精英，需要专业的教育机构
来承载这一使命，而目前国内系统、深度、密集的时尚商
业教育仍留有空白，在此背景下，将时尚与商业相结合的
FABA时尚商学院应运而生。
活动当天的另一项重要议程是FABA时尚商学院的
成立发布仪式。 上海国际时尚教育中心（SIFEC）校长吕雯
俊，FABA时尚商学院教学院长叶红教授及FABA时尚商
学院顾问委员会主席、L’IFM客座教授张 喆 教授将对学院
的成立背景、理念及愿景等进行介绍。
FABA时尚商学院是国内第一家以时尚、商业和创业
为内容，为培养、发现和赋能未来中国最具潜力和价值的
时尚产业人才而设立的学院。 学院是上海国际时尚教育
中心（SIFEC）旗下聚焦时尚与商业教育的独立学院，依托

上海国际时尚教育中心（SIFEC）完整的时尚产业链背景
与创新的教育发展模式，FABA旨在为时尚人才创建从高
校到产业的全阶段生态链， 培养中国时尚产业各个行业
层级的青年领袖和未来领导者。 为此，FABA时尚商学院
集聚全球各地的顶尖大师、一线投资人、著名设计师、成
功企业家和优秀创始人， 让学员尽享世界级优秀师资的
教育教学，感受与来自时尚、商业、科技、金融的灵感火花
不断交汇与碰撞。
据了解，FABA时尚商学院的课程分别面向时尚行业
的领军人物、拥有专业知识与技能的精英骨干、未来即将
从业的高等院校学生群体以及对时尚保有热情和期待的
社会大众，开设了时尚MBA（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合办）、精英课程（时尚买手与视觉营销）、FABA Young
时尚创新创业课程以及各类时尚沙龙， 力求通过对业界
资源的深度整合， 锤炼出时尚人才转型升级的高端培育
平台。
首届时尚产业人才联盟年会的举办， 以及国内首家
时尚商学院的登台亮相， 标志着中国时尚业开创了一个
学界与时尚界有机融合的新模式。 FABA时尚商学院将与
时尚产业人才成长联盟（CFTA）各成员一起，构建时尚标
杆，不断突破时尚创意实践与教育之间的界限，树立中国
时尚产业发展新的风向标。 此外，由红星美凯龙·器度冠
名，权威趋势机构
“
WGSN中国”作为指导机构，DT数绘工
厂联合上海国际时尚教育中心（SIFEC）主办；并得到DT
数字艺术高校联盟十余所院校大力支持的2019首届DT/
红星奖中国数字艺术作品大奖赛也将正式启动， 旨在助
力数字艺术在未来中国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