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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的阅读空间
□沈栖

在倡导“全民阅读”的大环境下，浦东

新区应运而生4家颇有特色的书房：陆家

嘴融书房、浦东图书馆学习书房、张江科学

城书房和临港大隐湖畔书局。这4家“浦

东书房”一改传统的运营方式，营造出高颜

值的新型阅读空间，为广大读者所青睐，也

助推着浦东文化事业发展。

那么，“浦东书房”的新型阅读空间有

哪些构成元素？或言之，这一新型的阅读

空间有哪些特质？窃以为——

先从硬件看，高颜值的布局将普通的

公共图书馆转型为有着鲜明个性、丰富内

涵的“城市书房”。以传统的观念论，公共

图书馆无非就是有几排桌子、椅子、书架

子。“浦东书房”的新型阅读空间则不然，有

着开阔的场所、雅致的设计、唯美的陈设、

多元的功能，且配置咖啡吧、茶室，提供舒

适的户外休闲。在如此高雅的环境中阅读

自有一种“如沐春风”的精神享受。

“浦东书房”新型的阅读空间得益于新颖

的服务方式。以往的公共图书馆大多服务单

一、手法机械：读者按需借阅，馆方“按图索

骥”，有者出借，无者回绝，且人工化操作。“浦

东书房”颠覆了这一传统模式，如陆家嘴融书

房配置智能化图书馆服务系统，从常规图书

借阅、数字图书阅读、活动分享、O2O网上借

阅、24小时的信用借书（借助支付宝平台），都

实现了智能化和无人化。张江科学城书房除

了图书销售、图书借阅功能外，还是张江科学

城科技产品展示交易中心及社交平台。服务

功能的多元化，让“浦东书房”营造的新型阅

读空间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共享图书”模式，使得浦东新型的阅

读空间彰显出“供给侧”理念。在知识更新

速度日益加快的今天，如何让人们自觉地

亲近书籍，以书籍蕴含的丰富资讯、前卫思

维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这就需要真正

体现读书的价值，同时也需要书店在营销

方面贴近生活、贴近大众。书店是否兴旺、

是否能持续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便是要

合理解决“供需”相契的问题。如临港大隐

湖畔书局全店图书无须购买均可阅读，持

借阅卡的读者一次性可以借阅店内总价值

不超过300元的任意图书，7天内免费。

值得一提的是，“浦东书房”新型阅读

空间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即：呈现“写书（文

化名家）+借书+读书”三维度，由文化名家

陪同读者一起阅读。“学习读书会”“陆家嘴

读书会”已成为入驻阅读空间的常态化项

目，著名学者葛剑雄、叶辛、易中天、周国平

等近百位文化名家应邀与读者近距离接

触，“浦东书房”成为连接“写书者”和“读书

者”两端的媒介，读者通过名家畅谈创作体

会和回答咨询，更多了解更深体悟优秀作

品的意涵。据悉，为进一步建设特色阅读

空间，持续打造高品质读书会品牌，浦东已

通过最新出台的“一人一策”人才政策，吸

引了首批10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艺术

家等高端人才入驻，浦东的阅读空间有望

提升一个新品阶，让浓烈的书香充溢这一

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东方时评 DongfangShiping

E-mail:guohao@pdtimes.com.cn 一、二版责任编辑/郭皓 一、二版美编/吴婷 2018.6.13

本报讯（记者 张敏）昨日，上海

海事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

于推进“最高人民法院国际海事司法

上海基地”建设的实施意见》和《关于

推进“智慧海事法院（上海）实践基

地”建设的实施意见》，并通报相关工

作情况。这是上海海事法院在总结

阶段性工作成效和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全力推进

国际海事司法中心和智慧海事法院

建设的重要举措。

当好国际海事司法
中心建设“先行者”

2017年 4月，上海海事法院被最

高人民法院正式确立为“最高人民法

院国际海事司法上海基地”。为充分

发挥上海海事审判的工作优势，通过

区域性先行先试的实践探索，完善创

新海事诉讼机制和审判方法，形成更

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审判经验，上海海

事法院制定出台了《关于推进“最高

人民法院国际海事司法上海基地”建

设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向“把我国建

设成为具有较高国际影响力的国际

海事司法中心”目标迈进。

《意见》明确提出上海基地的

“一个主功能、两个辅功能”的定位，

即以建设国际海事纠纷解决中心为

核心功能，以建设国际海事司法高

端智库和国际海事司法交流平台为

辅助功能。作为主功能的国际海事

纠纷解决中心，是建设国际海事司

法中心的主要和核心目标。上海海

事法院依托在航运主体国际化、纠

纷数量规模化和纠纷类型多样化等

方面的优势，深入实施海事审判精

品战略，着力提升海事司法国际公

信力；以公正、透明、可预期的裁判

引领规则创制；以与国际接轨、有较

大吸引力、便利化的海事诉讼机制，

吸引更多中外航运市场主体选择上

海海事法院解决诉讼纠纷。作为辅

助功能之一的国际海事司法高端智

库，旨在找准海事司法与国家重大

战略的结合点和着力点，围绕国际

社会普遍关注的海事司法理论与实

践重大热点问题，集聚国际海事法

律人才和资源，提供优质的海事司

法服务保障和专业智库支持。作为

另一辅助功能的国际海事司法交流

平台，旨在利用上海的国际化优势，

搭建互联互通的海事司法信息交流

共享平台，构建多层次、多领域的对

内对外交流网络，更好地与国际海

事法律领域接轨，扩大中国海事司

法的国际影响力。

会上，上海海事法院还介绍了近

年来推进国际海事司法中心建设五

个方面的实践：充分发挥海事审判职

能，积极推动航运营商环境法治化、

国际化、便利化；公正高效解决航运

领域纠纷，提升海事司法国际公信

力；创新便利化诉讼机制，积极打造

海事诉讼优选地；深化国际海事司法

交流合作，建设海事司法智库新平

台；加强海事法院队伍建设，培育国

际化高端海事司法人才。

打造智慧海事法院
“样板间”

2017年 6月，上海海事法院被最

高人民法院确立为“智慧海事法院（上

海）实践基地”。作为全国首家智慧法

院实践基地，上海海事法院积极适应

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信息化

发展新趋势，此次制定出台了《关于推

进“智慧海事法院（上海）实践基地”建

设的实施意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着

力解决影响和制约海事审判发展的重

点和难点问题，服务保障以执法办案

为第一要务的法院各项工作。

《意见》提出，智慧海事法院建设

要坚持目标导向、需求导向、问题导

向，促进人工智能的全面应用，以及与

海事审判、海事诉讼服务深度融合，努

力使智慧海事法院成为引领海事司法

发展的重要举措，成为推动海事审判

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打造智慧

海事法院建设“样板间”，切实提升海

事审判服务保障国家战略和上海经济

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意见》明确，智慧海事法院建设

的主要任务是打造“1+2+X”的信息化

建设模板。建设“一个中心”，即构建安

全、稳定、先进、可控的大数据交换处理

中心，实现数据的采集、交换、处理、展

示、发布等一体化集成。建设“两个平

台”，即建设智能化办案平台，提高审判

执行质效，提升诉讼服务能力；建设智

能化办公平台，提高司法行政能力，提

升司法保障水平。建设若干个智能辅

助系统，实现智慧海事法院“人工智

能+”工作模式的转型升级。

上海海事法院出台两个意见

推进国际海事司法中心和智慧海事法院建设

本报讯（记者 黄静）昨日下午 2时，浦东新区举行第

六批（2016年）共有产权保障住房摇号排序现场会。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经街道、镇住房保障

实施机构初审通过、并经区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复审，符合

申请共有产权保障住房户籍年限、住房状况、家庭收入和

财产状况等准入标准的浦东新区第六批（2016年）共有产

权保障住房申请家庭名单此前已进行了公示。

本次浦东新区摇号共计5151户家庭参加，其中第六批

5002户，第五批中确认不参加或者未在规定时限内确认参

加当期选房的149户。这两部分申请户通过计算机程序公

开摇号排序，建立轮候名册，每个申请户取得一个轮候序

号。每位申请户按照轮候序号先后顺序参加选房。根据

《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申请、供应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

的规定，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在组织选房排序时，烈士遗属或

见义勇为人员应当排列在其他申请人之前，列为优先组。

本次摇号分优先组和普通组两个批次进行摇号排序，两组

摇号名单已刻录成光盘报市住房保障中心备案，并提交东

方公证处核对封存，摇号当天现场启封。

摇号由浦东新区住宅发展和保障中心主持经办，直播

由东方网承办，整个过程在东方公证处公证人员公证下公

开进行，并特邀了部分申请家庭代表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行风监督员和新闻媒体到现场进行监督。排序结果于

48小时后在东方网（http：//jsf.eastday.com）和浦东新区政府

网（http：//www.pudong.gov.cn/）上公告，申请家庭可到上

述网站和申请所在的街道（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查询

排序结果。另外，浦东新区住房保障机构将通过街（镇）住房

保障办公室，为参加摇号的家庭下发《轮候序号证明》。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经过 3年的建造施工，前滩中

心办公楼主楼近日完成结构封顶。根据目前规划，这幢办

公楼是前滩地区最高的地标性建筑，高280米，总建筑面积

约19.1万平方米，预计将于2019年全部建成。

前滩中心位于前滩国际商务区核心地段，紧邻轨交东

方体育中心站，是前滩区域最大的综合体项目。它由国际

知名的KPF及五杰设计事务所担纲设计，拥有一幢甲级办

公楼、一个低密度步行商业广场和一座五星级酒店，占地面

积约8万平方米，规划容量48.7万平方米。将成为一个集办

公、商业、酒店等多功能业态为一体的大型国际商务区。

此次结构封顶的是项目中的办公楼部分。2015年 5
月，这里正式破土动工；2016年 10月塔楼区域正负零楼板

完成混凝土浇筑，开始地上主体结构施工；去年10月，建筑

高度突破 200米，刷新了前滩高度；目前，办公楼主楼外框

大层面结构标高254米处已经完成混凝土浇筑。

前滩中心其他项目也在紧张建设中。总建筑面积约20.5
万平方米的商业广场预计于2020年建成，这里将是一个村落

式的户外购物休闲中心。酒店部分也同样将于2020年建成，

项目建筑高度约111米，总建筑面积约9.1万平方米，包括主

楼地上25层、地下3层，裙房5层，拥有约600间客房。

西比曼：让抗癌“细胞”国产化提速
（上接1版）

据西比曼方面透露，多发性骨髓

瘤及最难突破的实体瘤领域研究也

将陆续上马。

保护活的“药物”
质控成本占40%

CAR-T疗法治疗效果明显，正

逐渐成为未来肿瘤治疗的发展方向，

被称为继手术、放疗和化疗之后的第

四大肿瘤治疗技术。

作为一种全新的个体化治疗方

法，其与传统药物（化药、生物药）存

在着巨大的差别。CAR-T细胞作为

一种活的“药物”，其制备流程复杂，

质量控制环节众多，“药物”的储存和

运输要求更为严苛。

然而，目前国内关于CAR-T细

胞的制备和质量控制缺乏统一的标

准和管理规范，现已上市的CAR-T
疗法的质控标准均来自于企业内

部。

截至目前，西比曼已投入 1.2亿

美元在产品生产中，其中质控成本占

据 40%以上，“以 4 月申报的 CBM.
CD19为例，材料我们就准备了一米

多厚，国家对于细胞治疗给予关注与

扶持，我们也要交给患者最好的产

品。”刘必佐说。

而数字化，则是西比曼另一项重

要的“利器”。以与GE医疗的合作为

例，西比曼将成为全球首个使用GE
细胞治疗灵活生产平台的公司。

一般来说，生物药生产商建设一

个实验室，并要使其具备最高效的工

业级生产能力，需要 18 个月，而 GE
的灵活生产平台可缩短多达一半工

程周期，仅 9个月就能让生产商实现

规模生产的能力，从而使药物上市时

间得以提前。

“不是单纯做药，未来的 5-10
年，一定是数字化的治疗。每一个T
细胞攻克癌症的能力不同，受体治疗

阶段也不一样，将来数据积累到一定

程度，是可以量体定制治疗方案

的。”刘必佐说。

资料显示，西比曼已获得赛领资

本 3060万美元的投资。这是继 2016
年3月从当代国际获得4300万美元、

2017年12月获得私募1450万美元投

资后，西比曼生物的又一大手笔融

资，公司累计获得融资已超过 1亿美

元，凸显了西比曼在国际免疫细胞研

究领域的竞争力。

浦东第六批（2016年）
共有产权保障住房摇号

前滩中心办公楼主楼结构封顶昨日下午，中国摄影家浦东采风创
作基地落户唐镇并举行揭牌仪式。副
区长诸迪出席仪式。

创作基地正式落户后，中国摄影家
协会将与唐镇政府共同努力，发挥“中
国摄影家浦东创作基地”的品牌效应，
让摄影艺术创作在唐镇群众中生根开
花结果，不断扩大知名度和美誉度，用
光影为美好生活留下最精彩的瞬间。

据悉，创作基地后续也将适时推出
摄影进校园、进社区等专业培训、艺术
展览活动，为全国摄影家及摄影爱好者
们打造一个极具特色的摄影平台，为浦
东文化事业再增新动力，为创新人文国
际化的“米字唐镇”再添新风采。

图为著名摄影家与唐镇摄影爱好

者代表为中国摄影家浦东采风创作基

地揭牌。

□徐网林 摄影报道

中国摄影家浦东
创作基地落户唐镇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昨

日发布信息，中国商飞（COMAC）与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公

司（UAC）于6月6日联合确定CR929远程宽体客机的整体

外形和尺寸等主要参数，双方总设计师正式签署图样文件。

据悉，该项工作对于在 2017 年通过 G2 阶段评审的

CR929项目具有重要意义，将为已经开始的初步设计（G3）
工作提供主要支撑，中俄联合团队将在此基础上加快推进

机身机构和机载系统联合概念定义（JCDP）。

当前，CR929项目G3阶段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相关

设计研发、风洞试验、供应商选择正在稳步推进。预计G3
阶段将于2019年中期左右完成。

CR929远程宽体客机
整体外形和尺寸正式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