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要闻 2018年2月12日星期一
责任编辑马鈜 美术编辑谭丽娜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发布厅

本报讯 春节将至，市委副书
记、市长应勇10日下午赴本市街
道小区、派出所、菜市场、交通枢
纽检查全市春节保障情况并召开
工作检查会。应勇指出，确保全
市人民过一个快乐、祥和、安全、
文明的春节是当前一项重要工
作，各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加
强领导、精心组织，切实绷紧安全
这根弦，做好交通组织和市场供
应，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确
保春节期间城市安全有序运行。

下午，应勇一行首先来到徐
汇区康平路100弄小区，与正在
服务的平安志愿者交流，了解小
区烟花爆竹安全管控情况。康
平居委会负责同志介绍说，居委
会加大了宣传力度，与居民签订
禁放承诺书，组织平安志愿者巡
查劝阻，确保实现“零燃放、无响
声”的目标。

随后，市领导一行来到长宁
区虹桥路派出所，察看综合指挥
室，亲切慰问派出所民警：“为了
让群众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
基层民警们辛苦了。”虹桥路派
出所辖区内境外人员占比较高，
为了让外籍居民了解烟花爆竹
禁燃政策，派出所制作了四种语
言的宣传告知书，通过外籍志愿
者队伍开展宣传，取得了较好效
果。市领导给予肯定。

长宁区美天安顺菜市场是
全市首批示范性标准化菜市场，
菜市场里副食品种类丰富，前来
买菜的居民人头攒动。市领导
走进菜市场，察看蔬菜、鱼类、肉
类等产品和价格，与前来买菜的
市民交流：菜价涨了吗？东西新
鲜吗？得到市民满意的答复后，
应勇点头肯定，叮嘱有关部门继
续做好主副食品供应，增加菜市
场经营品种，让市民一个篮子拎
进来，能买好一桌菜。经营者介
绍说，菜市场对青菜、大包菜、菠
菜等蔬菜进行春节促销，还设立
了“品鲜区”，探索生鲜加工、品
尝、社区配送等新模式。应勇点
头肯定：“老百姓喜欢，就应该鼓
励，政府的监管手段要跟上。”

临近春节，虹桥综合交通枢
纽人潮涌动，等候回家的旅客步
履匆忙。市领导一行来到虹桥
机场2号航站楼，察看门前测爆
安检工作，随后步行前往铁路上
海虹桥站，沿途察看交通枢纽运
行情况，仔细询问机场、轨道交
通、虹桥火车站客流、运力保障、
安全应急保障情况，并来到地铁
2、10、17号线入口处实地察看。
市领导叮嘱有关部门和单位做
好民航、铁路与市内交通的衔
接，确保客流及时疏散。沿途，
市领导还慰问了正在执勤的武
警、警察和工作人员：“市民能过
一个安全、祥和、快乐的春节，这
里面有你们的军功章！”随后，市
领导前往虹桥交通枢纽应急响
应中心，察看交通枢纽应急响
应、公安联勤联动等情况。

在工作检查会上，市公安
局、市交通委、市商务委、市食药
监局、市旅游局、市安监局、虹桥
商务区管委会、申通地铁、申能
集团、机场集团、久事集团、市电
力公司等分别汇报春节保障工
作情况。

应勇指出，春节即将到来，
各项保障工作要进行再检查、再
部署、再落实。要切实保障城市
安全，认真做好春运大客流安全
管理和保障，高度关注城市人员
密集区域和大型活动场所的安
全，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做好
交通组织管理，做好民航、铁路、
公路、轨交、公交和出租车的运
力组织和衔接，做好排堵保畅，
确保客流及时有序疏导。要保
障市场供应，保持主副食品量
足、价稳、优质、安全，让市民吃
得上、吃得好、吃得放心，并保持
水电煤等公用事业正常供应。
要抓好烟花爆竹禁燃工作，确保
外环线以内“零燃放”。要加强
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各单位领
导班子要带头值班带班，相关应
急队伍和力量要加强值班备勤。

副市长时光辉、龚道安，武
警上海市总队政委徐国岩参加
调研座谈。

本报讯 新春佳节来临之
际，昨天上午，市委书记李强，市
委副书记、市长应勇前往华东医
院，分别慰问正在住院治疗的叶
公琦等老同志，衷心祝愿老同志
们新春愉快、健康长寿。

李强、应勇等市领导走进

病房，亲切看望住院治疗的老
同志，关切询问日常生活起居
及身体状况，叮嘱医护人员要
更加精心照护，让老同志们安
心休养、安享晚年。李强说，各
位老同志为国家发展、上海发
展作出了贡献，向大家表示感

谢，并祝新春快乐、身体安康。
市领导还对医护人员为治疗护
理住院老同志付出的辛勤劳动
表示感谢，祝大家新年工作顺
利、阖家幸福。

市领导吴靖平、诸葛宇杰、
翁铁慧等分别参加有关慰问。

本报讯 市委书记李强昨天
同本市宗教界代表人士欢聚一
堂，举行新春座谈。李强指出，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
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
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
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
会相适应，希望上海宗教界继续
发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在服务
全市大局中有更大作为。

会上，市佛教协会会长慧明
法师、市道教协会会长吉宏忠道
长、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白润
生阿訇、市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主
任吴建林神甫、市基督教三自爱
国运动委员会主席沈学彬牧师

先后发言。李强认真听取记录，
不时同大家交流讨论。他说，多
年来，上海宗教界根据自身特
点，团结带领广大信教群众，为
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向大家表示感谢，并致以
诚挚的新年问候。

李强强调，宗教问题关系国
家发展、民族振兴和社会安定和
谐，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
好的重大问题。要深刻领会、自
觉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
理论，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
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引导信教群众热爱祖国、热
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

认真贯彻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
例》，不断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
水平。

李强指出，当前，上海正加
快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
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卓越的
全球城市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努
力当好新时代全国改革开放排
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希望上
海宗教界紧紧围绕大局，发挥桥
梁纽带作用，引导广大宗教界人
士和信教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党和政府的周围，为促进上海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市领导诸葛宇杰、施小琳、
许昆林出席。

市领导前往华东医院慰问老同志

本报讯 市委书记李强昨天
上午专程走访看望了上海知名
人士代表秦怡、吴孟超、于漪，感
谢他们在各自领域为国家、为上
海所作出的积极贡献，并向他们
致以诚挚的新春祝福。

秦怡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电影
表演艺术家，长期以来为人民艺术
事业积极发挥作用。李强亲切看
望了秦怡同志，关切询问日常生活
和医疗护理情况，对她牢记共产党
员崇高使命，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
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潜心创
作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艺术人物
表示高度赞赏，叮嘱身边人员要悉

心照护好老艺术家。
随后，市领导来到上海东方

肝胆外科医院，看望国际著名肝
胆外科学家吴孟超院士。李强
同吴孟超院士并肩而坐，亲切交
谈，感谢他为医学事业发展所作
出的贡献。吴孟超院士向市领
导介绍了从医及科研经历，并就
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谈了自己
的想法建议。李强说，医学事业
是造福人类的伟大事业，生物医
疗产业是上海最有优势的产业
之一，吴院士桃李满天下，希望
继续为推动上海医学事业发展
贡献智慧。

89岁的特级教师于漪仍然
活跃在语文教学与教师培养的
舞台上，通过2000多节公开课、
语文学科德育实训基地等方式
悉心带教培养中青年教师。李
强一行登门看望了于漪老师，向
她致以新年问候。李强详细了
解了于漪老师在中青年教师传
帮带、语文教育教学等领域的探
索实践，感谢她为党和人民教育
事业改革发展孜孜以求、无私奉
献，希望她好好保重身体，生活
吉祥如意。

市领导诸葛宇杰参加走访
看望。

本报讯 农历戊戌新春到来
之际，市委书记李强，市委副书
记、市长应勇，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殷一璀，市政协主席董云虎，
市委副书记尹弘昨天分别带队
前往驻沪部队，向部队广大官
兵、离退休老同志及家属们致以
诚挚的新春问候，感谢大家长期
以来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大
力支持和帮助。

李强一行来到“南京路上
好八连”所在的陆军 73181 部
队，亲切慰问部队官兵。“南京
路上好八连”事迹展览馆内，
一件件珍贵史料、一张张历史
照片，展现了“好八连”官兵几
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的优良
传统。市领导仔细听取连队
近年来取得的新进展新成绩，
对展览馆向地方开放表示肯
定。他说，通过参观，能够更
深入地认识和了解我们党和
人民军队是怎样走过来的，可
以找到军民一家、鱼水情深的

答案和源头。
李强走进战士宿舍，与大家

一一握手，亲切交谈，了解他们
的日常训练、生活学习和后勤保
障情况。得知战士们来自五湖
四海，为了共同的理想汇聚于
此，李强勉励大家珍惜机会，在
部队的大熔炉里更好磨练意志、
锤炼品格、提升水平，不负党和
国家、父母亲人的重托厚望。李
强说，上海取得的每一点发展进
步，“军功章”上都有驻沪部队的
贡献，“南京路上好八连”是其中
的优秀代表。特别是“好八连”
艰苦朴素、艰苦奋斗，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好传统好作风，值
得我们认真学习、大力弘扬。进
入新时代，希望部队官兵继续努
力，进一步丰富拓展“好八连”的
时代内涵，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
绩。

应勇一行来到上海警备区，
与曾多次担负重大活动警卫保
障任务的警卫勤务队警卫中队

官兵们亲切握手，向大家致以新
春问候。市领导走进警卫中队
一分队宿舍，察看宿舍内务、洗
漱间、健身房、警卫器材室、防汛
器材库，观看战士操作演示，并
与大家亲切交谈，询问春节期间
的工作生活安排，对人民子弟兵
为保障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和城
市安全运行作出的贡献表示感
谢。

市领导殷一璀、董云虎、尹
弘、吴靖平、周波、陈寅等分别带
队前往空军94804部队指挥营、
战略支援部队 61486 部队第七
处、海军军医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肝外三科、武警上海市总队执勤
第四支队一中队、国防大学政治
学院警勤连、海军92993部队莆
田舰等部队慰问官兵，向大家致
以新春祝福。

部队领导张晓明、凌希、王
文全、冯瑞声、周俊强、陶传铭、
王锋、孙颖浩、朱明哲、朱宏、徐
国岩等分别参加慰问活动。

市领导走访慰问驻沪部队

李强走访看望上海知名人士代表

应勇检查全市春节保障情况时指出

确保春节期间城市安全运行

李强同上海宗教界代表人士举行新春座谈

希望在服务全市大局中有更大作为 青年报记者 钟雷

本报讯 2月11日，为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
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政法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和听取最高法院党组汇报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
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法
工作会议、十一届市委三次全
会、第二十一次全国法院工作会
议、上海市“两会”、上海市政法
工作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精
神，总结和部署上海法院工作，
上海召开全市法院工作会议。
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寅
出席并讲话，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党组书记、院长刘晓云对上海
法院五年来的审判执行、司法体

制改革、队伍建设等工作进行总
结，并部署2018年工作任务。

记者了解到，五年来，上海
全 市 法 院 共 受 理 各 类 案 件
317.84万件，审结314.79万件，
同比上升54.2%和52.7%；入选最
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39件、指导
性案例8件，分别占全国法院入
选数的34.8%和10%；审结、执结
了一大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
大典型案件，如林森浩故意杀人
案、福喜案、中威案、于小飞特大
电信诈骗案等，取得了良好法律
效果和社会效果。

破解执行难方面，经过两年
的艰苦努力，上海法院执行案件
实 际 执 行 率 从 57.4% 上 升 至
70.7%，执行质效居全国法院前
列，破解执行难取得明显成效。

上海召开全市法院工作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