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4 问政 2017年9月5日星期二
责任编辑赵一智 美术编辑陆轶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洋山四期”开港
进入倒计时100天

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通讯员
朱德意 据了解，全球最大的集装箱
自动化码头“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
深水港区四期工程”计划于今年12
月10日开港试运营，距离开港日期
还剩下100天的时间。

近日，洋山港海事局执法人员巡
视洋山四期工程码头前沿水域看
到，岸机和门机已经安装完毕，工人
们正在做试运营调试工作。放眼望
去，依次排开的红白相间桥吊矗立
在碧海蓝天之间，洋山四期工程显得
恢宏磅礴。

据悉，洋山四期总用地面积约
223万平方米，海岸线长达2350米，
拥有2个7万吨级泊位和5个5万吨
级泊位。设计吞吐能力初期达到400
万标准箱，远期将达到 630 万标准
箱，可满足多艘大型集装箱船同时靠
泊。运营后洋山四期将成为全球规
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自动化码头。

一直以来，洋山港海事局为确保
洋山四期工程顺利开港运营，提前介
入，主动服务，不断探索监管规律，创
新工作方法，以最有效的监管和最优
质的服务，为顺利开港营造安全稳定
的水上通航环境。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全面振兴东
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加快推进
上海与大连对口合作各项工作，昨天
下午，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
率领的上海市代表团在辽宁省大连
市，与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李希，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求发
等辽宁省党政领导举行上海大连对
口合作座谈会，并共同见证了对口合
作项目签约。

应勇在讲话时指出，上海与辽宁
的合作交流源远流长，上海的发展离
不开包括辽宁省及大连市在内的全
国各地的支持。辽宁及大连在经济
社会发展中创造的许多好经验、好做
法，值得上海认真学习借鉴。做好上
海与大连对口合作工作，是党中央、
国务院交给我们的一项战略任务，这
既是中央对上海的信任，也是上海的
责任，更是上海发展的机遇。我们将
坚决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对口合作的系列决策部署，在巩固已
有合作成果的基础上，按照政府引
导、市场运作、企业主体、互利共赢的
原则，把中央要求和两地所需、所能
结合起来，推进全方位合作交流，努
力把上海大连对口合作做深、做实、
做出成效。

应勇表示，上海与大连同为沿海
城市，产业关联度高、互补性强，合作
空间广、潜力大。两地要加强重点领
域合作，立足比较优势，找准切入点，
实现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突出改革

创新的合作交流，突出重点产业的合
作发展，突出产业园区的合作共建；
要加强合作机制建设，对口合作不是
为了一时一事，也不是为了单一项
目，而是要建立健全长效的对口合作
机制，主要是建立完善对口合作工作
保障机制、两地区县合作机制、社会
力量参与对口合作机制；要加强合作
环境建设，进一步加大政策、人才等
方面支持力度。

李希在讲话时代表辽宁省委、省
政府对上海市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
兴发展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
谢。他指出，组织东北地区与东部地
区部分省市建立对口合作机制，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施东
北振兴战略作出的重大部署，是辽宁
振兴发展难得的历史机遇。与大连
市开展对口合作以来，上海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部署、
强力推进，目前已取得良好成效。这
次上海代表团来辽宁、来大连，必将
有力推动上海与辽宁的交流合作，为
辽宁振兴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李希表示，辽宁将继续认真学习
上海的好思路、好作风，好经验、好做
法，不断推动对口合作取得扎实成
效。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将推进对
口合作与融入国家“三大战略”结合
起来，努力实现建成“一带五基地”目
标。二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
念，学习上海敢为人先的精神和先进
的发展理念，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三是要健全和完善对口合作机

制，实现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多领
域的合作。四是要突出重点、抓住关
键，进一步细化合作方案，不断提高
对口合作的精准性和实效性。五是
要进一步加大干部人才选派交流培
训力度。六是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打造法治社会、诚信社会和服务型政
府，为上海企业来辽投资兴业打造良
好环境。

陈求发指出，上海是我国改革开
放的排头兵，在许多方面创造了全国
先进经验。辽宁将以不断深化上海
市与大连市合作为支点，主动融入长
江经济带发展，推动辽宁与上海合作
向高层次、多领域拓展。一是在推进
辽宁自贸试验区建设上加强合作。
二是在推进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
心、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和沈抚
新区建设上加强合作。三是在推进
国企改革发展中加强合作。四是在
干部和人才交流上加强合作。

上海市副市长彭沉雷和辽宁省
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谭作钧分别介
绍了上海、大连经济社会发展及对口
合作情况。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
区委书记翁祖亮，上海市政协副主
席、市工商联主席王志雄，辽宁省委
常委、常务副省长张雷，辽宁省委常
委、省委秘书长刘焕鑫，大连市市长
肖盛峰出席座谈会。

会后，沪辽党政领导共同见证了
上海大连对口合作项目签约，两地共
签署对口合作项目57个，协议金额
达1704亿元。

应勇：做好上海与大连对口合作工作

本报讯 市委书记韩正昨天下午
在市审计局调研时强调，审计工作核
心是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对维
护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安
全和经济正常运行有着特殊作用。
要坚决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要求部署，坚持依法履职监
督，通过改革创新，不断适应新形势
新情况新要求。审计工作要立足发
现问题，推动解决问题，紧盯责任追
究，促进制度完善，努力打造工作闭
环。市审计局党组要从严带队伍、从
严管队伍，真正打造一支忠诚、干净、
担当的审计队伍。

座谈会上，市审计局汇报了全市
审计工作相关情况以及下一步工作
打算。韩正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越完善，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
约越要法制化。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国务院对审计工作提出了
新的要求，审计作为政府内部监督
机制，要充分发挥“免疫系统”作用，
坚持依法履职，客观、公正、科学、全
面地发现问题、反映问题、研究问题、

解决问题，确保权力始终在监督和制
约下运行。

韩正强调，要按照中央要求、结
合上海实际，聚焦重点做好审计工
作。要更加关注公共资金、国有资
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
计等关键领域，进一步推动财政资金
的公开和透明，以强化国有资产、国
有资源和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推动审计全覆盖，审计领域不断拓
展。审计工作要敢于碰硬、敢于担
当，对钱的审计、对事的审计要延伸
到对相关政策的分析评估上，延伸
到对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追究上，为
完善政策、健全制度提供强有力支
撑。审计的关键是发现问题，要立
足发现问题，推动解决问题，紧盯责
任追究、促进制度完善，努力打造工
作的闭环。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审
计工作要不断改革创新，全面增强
科技含量，运用大数据技术发现问
题，科学推动工作，提高队伍整体能
力。市审计局党组要始终把队伍建
设牢牢抓在手上，加强领导、形成合

力，层层压实责任，从严带队伍、从
严管队伍，严肃教育、严明纪律、严
格管理、严惩腐败，打造一支忠诚、
干净、担当的审计队伍。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波，市
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诸葛宇杰参加调
研。

近年来，市审计局在审计计划管
理、审计整改、质量控制、审计队伍建
设、审计公开等方面进一步完善配套
制度办法，明确审计整改四类责任，
建立健全审计整改七项机制，推进
审计发现问题的“清单式”管理。重
点开展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
审计，推动政策落地生根和发挥效
应；深化财政审计，促进提高公共资
金使用绩效；深入开展经济责任审
计，促进领导干部履职尽责；持续深
化资源环境审计，服务绿色发展；加
强对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的审计，推
动保障和改善民生。2013年至今，
全市审计机关共开展审计和审计调
查项目4066个，推动建立健全制度
1143项。

虹口试点请第三方
协助管理共享单车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通讯员
龙钢“这里秩序比老早好多了，走起
路来也方便了。”昨天上班早高峰时，
经常坐地铁8号线去上班的市民谢
华韵，看到位于大连西路曲阳路口的
地铁8号线出入口路边停放的共享
单车秩序井然，第一感觉就是和往常
有了很大的变化。据悉，这是虹口区
试点请第三方协助管理共享单车试
点取得的成果。

据了解，如今地铁站周边和公交
集散点周边，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现
象比较严重，一些地方甚至停放到
了马路边，严重影响了市民的通行安
全和车辆的行驶安全，市民对此意见
颇大。

为此，虹口区欧阳街道决定先
行先试，通过聘用社会力量，试点
请第三方来协助管理街头共享单
车，地铁 8 号线曲阳路站出入口所
看到的一幕，就是这一试点所带来的
变化。

虹口区欧阳街道社区管理办公
室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欧阳街道先
前对区域内共享单车乱停放现象比
较严重的点进行了排摸，共排摸出
地铁8号线虹口足球场站1号出入
口、四平路575弄地铁10号线邮电
新村站 4 号出入口、四平路 311 号
公交车站等 17 个点。“这些点人流
量大，共享单车停放混乱。街道决
定先在个别点进行试点，然后在试点
的基础上，扩大到所有的点。”这位负
责人说。

据悉，虹口区欧阳街道除了请第
三方专业公司人员对共享单车乱停
放进行管理外，还将组织社区志愿者
一起加入到管理者行列。

韩正在市审计局调研时强调

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审计队伍
■发布厅

本报讯 中共上海市委党委、上
海行政学院2017年秋季开学典礼昨
天上午举行。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
校长尹弘出席并作动员报告，强调要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重点抓好习近平总书记“7·26”
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贯彻，潜心学好
党的理论，主动强化党性修养，全面
加强思想理论武装，切实提升工作站
位和能力水平。

尹弘指出，党校学习日关系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是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凝聚共识的重要途径，是
解决“本领恐慌”的重要渠道。学员
要摆正思想认识、重视党校学习、珍惜
党校学习，静心学习，注重学用结合，
严守纪律要求。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自觉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学好党章党纪党
规，在学思践悟中磨砺党性心性，坚定
理想信念，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尹弘要求，党校要千方百计提高
教学质量和水平。一要做精做强主业
主课，努力形成品牌。花大力气推进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工程建设，拿出更
多原创成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大众化作出上海贡献。在
学科建设、系统研究等多方面共同发
力，不断完善主业主课的支撑体系。二
要创新教学方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紧扣党的中心工作和中心任务，深化拓
展干部培训内容，提升培训质量。

市委党委、上海行政学院秋季开学典礼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