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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作为市委开展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以来的第
三次集中学习，市委中心组昨天
下午举行学习会，听取中国社会
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所作的“深入
学习改革开放史，增强开拓前进
的勇气力量”专题辅导报告。市
委书记李强主持会议并强调，学
习改革开放史，必须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
讲话精神，勇于挑最重的担子、
啃最难啃的骨头，更好发挥开路
先锋、示范引领、突破攻坚的作
用，以敢闯敢试的精神状态逢山
开路、遇水架桥，闯关夺隘、攻坚
克难，力争形成不一般的改革开
放成果，为服务全国改革开放大
局作出更大贡献。

蔡昉的专题辅导报告以丰
富的史料、生动的事例、详实的
数据，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光辉历

程、伟大成就、发展经验和历史
意义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阐
述，并结合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实际，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和扩大对外开放作了展望。

李强指出，改革开放史是一
部当代史，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
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正是
由于改革开放，新中国迎来了从
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中国
共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战胜
了各种风险挑战，不断与时俱
进，永葆生机活力；也正是由于
改革开放，我们在世界上把社会

主义的旗帜举住了、举稳了。随
着改革开放步伐不断向前，改革
开放史的内容将不断演绎，改革
开放史的意义将不断彰显。我
们学习改革开放史，要从历史中
汲取智慧和力量，砥砺信心和勇
气，强化担当和作为，在新时代
发挥好开路先锋、示范引领、突
破攻坚的作用，不辱使命、不负
重托。

李强指出，勇当开路先锋，
要始终保持敢闯敢试的精神，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上海处
于改革开放前沿，发展中有很
多问题最先遇到，没有现成答

案可以照搬照抄，必须拿出开
路先锋应有的追求和志向，以
敢为天下先的劲头率先探索实
践。要结合实施三项新的重大
任务、建设政务服务“一网通
办”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两
张网等，推出更多新的首创性
改革开放举措。

李强指出，做到示范引领，
要形成不一般的改革开放成果，
推动发展、可资借鉴。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许多重
大改革开放举措放在上海试点
试验，赋予上海新的国家战略任
务和重大平台。我们要以追求

卓越的精神推进落实，坚持高标
准、高质量、高水平，精益求精、
做到极致。要坚持系统集成，注
重压力测试，形成制度成果，使
各方面改革开放举措互相配合、
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使各方面
制度安排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不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李强指出，敢于突破攻坚，
就是要挑最重的担子、啃最难啃
的骨头，闯关夺隘、攻坚克难。
要以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为契
机，始终保持敢跟全球顶级水平
对话的志气，强烈渴望建功立业
的心气，艰苦奋斗、忘我工作的
朝气，聚焦制约发展的深层次瓶
颈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和体制机制的顽症痼疾
问题，迎难而上，突破攻坚，掀起
深化改革开放的新热潮，奋力创
造新时代上海改革开放新奇迹。

上海市委中心组学习会集中学改革开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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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形成不一般的改革开放成果，为服务全国改革开放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今年大会获得了国内外专
家学者、龙头企业、专业机构的
良好反响和积极参与。目前已
邀请包括获得图灵奖、诺贝尔
奖等学术界领军人物、国内外
龙头企业家、国际组织代表等
重量级嘉宾超过 500 位，其中

80%确认参会，包括多位图灵奖
得 主 和 诺 贝 尔 奖 得 主 ，以 及
IBM、SAP、亚马逊等龙头企业负
责人。参加开幕式及全体会议
演讲嘉宾中，海外嘉宾占比超
过50%。

预计线上参展企业约 150

家。目前，除去年已参展的微
软、亚马逊、阿里、腾讯、华为、
科大讯飞、ABB、上汽等行业领
军企业，今年新增了阿斯利康、
高通、京东云、优必选、中国银
行等科技企业和人工智能深度
应用企业。

倒计时30天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9日“云上见”

30天后，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云端峰会将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盛大开
幕。昨天下午，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云端峰会倒计时30天会议在上海世博中
心举行，大会最新预热宣传片正式发布，标志着大会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自从
2018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了两届，
伴随着上海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从起步到壮大，已成为行业内具
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品牌活动。

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吴金
城表示，今年以来，新冠疫情在
全球蔓延，对大会召开造成影
响，大会组委会克服困难、勇于
创新，策划了以线上形式为主的
一系列活动，既与大力发展在线
新经济相契合，也将为助推上海
走出疫情影响、孕育科技新机打
造关键平台。

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云

端峰会会期定于7月 9日至11
日，以“智联世界，共同家园”为
主题。

市经济信息化委副主任张
英介绍说，今年大会打造全新的
线上会展平台，实现3×24小时
全天候内容输出，包含开幕式、全
体会议、主题论坛、行业论坛和特
色活动等“1+2+10+X”内容板
块，形成以上海演播厅为主体，美
国、德国、法国、新加坡多地演播
室相呼应的并机同播盛会。

其中，大会开幕式及全体会
议于7月9日召开，将采取“现场
嘉宾+云观众+线上直播”的线上

线下结合方式举行。主题论坛
活动将围绕“AI技术趋势”“AI赋
能经济”“AI 温暖家园”三大议
题，聚焦算力芯片、数据智能、
AI+5G、无人驾驶、AI+工业、AI+
区块链、AI+健康、AI+教育、AI治
理等行业最新热点展开深入讨
论。

此外，一批大会合作伙伴企
业将分别在大会期间举办若干
场行业论坛。特色活动以签约
发布、国际日、开发者日、“SAIL”
大奖评选、AIWIN 大赛、“智能上
海·应用场景”等为牵引，集聚产
业发展创新要素。

打造全新线上会展平台线上线下结合

在疫情背景下，传统的线下
展览展示今年转为线上数字体
验形式。大会打造“3D 虚拟 AI
家园”云展览，创新线上互动体
验形式，展现 AI 应用场景解决
新方案。昨天下午，“3D虚拟AI
家园”线上云展览平台也正式发
布。

以上海为蓝本打造的“3D虚

拟AI家园”围绕“智联世界，共同
家园”主题演绎，开辟了高端论
坛、AI先导、AI+医疗、AI+金融、
AI+基础技术、AI+工业、AI+城市
管理与商业、AI+教育、AI+交通、
人才招聘、投资人会客厅、创新
创业项目、SAIL 奖及 AIWIN 大赛
等区域。各企业分别入驻对应
板块，通过在线展示、直播、客

服、评论、约会、调研等功能，共
建共享AI云家园，集中反映人工
智能为经济社会发展赋能的效
应。

展览还引入了充满趣味性
的互动机制，包括“集AI能量换
礼物”“我的 AI 数据”等互动环
节，届时将为公众打造线上AI嘉
年华。

“AI家园”为公众打造线上AI嘉年华

嘉宾大咖云集线上参展企业约150家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昨天是第十三个世
界认可日，“上海品牌”认证再
添新成员。上海市市场监管局
举办的第三批获证企业集中颁
证仪式上，共有15家单位的15
项产品和服务获颁“上海品牌”
认证证书。

其中，既有“老字号”企业的
“高性能产品”，比如上海凤凰企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城市
旅游用自行车由其自主研发，产
品材质、外观喷涂技术更凸显绿
色环保理念，也推动了上游企业
减少高能耗和污染排放。也有
新晋“网红”上海新丸商业运营
有限公司，在“五五购物节”中销
售业绩逆势爆发。

继2018年发布第一批53家
获证企业以来，经“上海品牌”认证
的品牌家族不断注入新生力量，截
至目前，共有79家单位的83项产
品和服务通过“上海品牌”认证。

据了解，“上海品牌”认证
启动以来，认证范围逐步由以产
品为主向服务“唱主角”转变。目
前，国内外服务认证均处于初始
孕育阶段，而我国随着产业的转
型升级，服务经济快速发展，推动
了服务认证逐步由“跟跑者”，转
为“并跑者”，甚至“领跑者”。上
海的服务认证能力水平更加显
现，在“上海品牌”认证第一批获
证的产品和服务中，服务认证仅
占34.6%，第二批上升至56.3%，此
次通过的服务认证占比再次上升
了17个百分点，达到73.3%。

既有老字号又有新晋“网红”

“上海品牌”认证再添新成员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 上海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中，60%以上的本地病例是
在发热门诊直接诊查后确诊。

昨天上午，在“2020上海民
生访谈”中，市卫生健康委主任
邬惊雷表示，发热门诊作为呼吸
道传染病防控的第一道关口，在
本次新冠肺炎的疫情防控工作
中，对于落实病例早期筛查、报
告、诊断、治疗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做法将在全国推广。

在此次疫情中，本市主要采
取了以下措施：完善发热门诊设
置。增加发热门诊隔离留观空
间，要求医疗机构在疫情期间合
理划分区域，增加发热门诊和隔
离用房备用空间，市级医院至少
设置10张隔离床位、区级医院至

少设置5张隔离床位。
在发热门诊的基础上，上海

在全国率先推出200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把防疫
的触角延伸到社区，与发热门诊
协同，与上级医院、所在社区形
成对发热患者的“闭环管理”。

除了疫情防控外，市民最关
心的就是看病的便捷。截至目
前，本市经过临床医生相互确认
的检验已经有270万多人次，互
认率达到90%。

上海计划年内实现市级、区
级、全市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信息
互联互通互认，重点推进医学影
像检查图像资料的互通。“通过开
展医疗机构间医学检验和医学影
像检查结果的互联互通互认，为
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发挥了作用。”邬惊雷表示。

上海完善发热门诊设置

市级医院至少10张隔离床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