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2 要闻 2018年6月20日星期三
责任编辑谢彦宁 美术编辑施伟杰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发布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19日同当日抵京对中国
进行访问的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
会谈。两国领导人就当前中朝
关系发展和朝鲜半岛局势坦诚
深入交换了意见，一致表示要维
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
共同推动朝鲜半岛和平稳定面
临的良好势头向前发展，为维护
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指出，我们高兴地看
到，金正恩委员长同志同特朗普
总统在新加坡举行重要会晤，就
实现半岛无核化、建立半岛持久
和平机制达成原则共识，取得积
极成果，中方对此高度评价。金
正恩委员长同志专程来华访问，
体现了对中朝两党两国战略沟通
的高度重视，我对此高度评价。

习近平强调，在不到3个月
时间内，我同委员长同志3次会

晤，为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
方向，开启了中朝关系发展新篇
章。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
朝友好合作关系，无论国际和地
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
致力于巩固发展中朝关系的坚
定立场不会变，中国人民对朝鲜
人民的友好情谊不会变，中国对
社会主义朝鲜的支持不会变。
我愿同委员长同志一道，继续落
实好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
中朝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造
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改
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人民立足国情、放眼世界，
勇于自我革命、自我革新，探索
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
路。我们高兴地看到，朝鲜作出
了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
重大决定，朝鲜社会主义事业发
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我们支
持朝鲜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支

持朝鲜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
道路。

金正恩表示非常高兴时隔
不久再次见到习近平总书记。
他强调，中国是我们伟大的友好
邻邦，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是我们
非常尊敬和信赖的伟大领导
人。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和
中国党、政府、人民一直以来对
我本人和朝鲜党、政府、人民的
真挚友好情谊与宝贵支持。我
将带领劳动党全体党员和朝鲜
人民认真落实好我同总书记同
志所达成的重要共识，把牢不可
破的朝中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

习近平指出，一段时间以
来，在有关各方共同努力下，半
岛问题重新回到对话协商解决
的正确轨道，半岛形势朝着和平
稳定的方向发展。金正恩委员
长同志为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
半岛和平作出了积极努力。这
次朝美首脑举行会晤，迈出了半

岛核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的重要
一步。希望朝美双方落实好首
脑会晤成果，有关各方形成合
力，共同推进半岛和平进程。中
方将一如既往发挥建设性作用。

金正恩表示，前不久举行的
朝美首脑会晤取得符合各方利
益和国际社会期待的积极成
果。如果双方能一步步扎实落
实首脑会晤共识，朝鲜半岛无核
化将打开新的重大局面。朝方
感谢并高度评价中方在推动半
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方
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
及有关各方一道，推动构建朝鲜
半岛持久牢固和平机制，为实现
半岛持久和平共同努力。

会谈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人
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金正恩委员
长举行欢迎仪式。

会谈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
媛为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
欢迎宴会并共同观看演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
奇，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等
参加有关活动。

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
崔龙海，内阁总理朴凤柱，中央
副委员长、国际部部长李洙墉，
中央副委员长、统一战线部部长
金英哲，中央副委员长、科教部
部长朴泰成，人民武力相努光
铁，外务相李勇浩等参加有关活
动。 据新华社电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时指出

中方支持朝鲜经济发展民生改善

本报讯 十一届市委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昨天上午举行
第五次会议。市委书记、市委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李强
主持会议并强调，今年是改革开
放40周年，当前正处于抓改革、
抓攻坚的关键阶段，全市上下要
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的决策部署，党对改革的领
导要全面加强，抢抓重大机遇要
时不我待，改革开放要贯穿各个
领域，始终以改革开放再出发的
信心和决心，推动各项改革落地
生根、取得实效。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应
勇，市委副书记、市委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尹弘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当前，全面深化
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级党
委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
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
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进一步强
化改革谋划。各级主要领导要
亲力亲为，一级抓一级，一级带
一级，层层压实责任。要时不我
待抢抓重大机遇，以实际行动抓
紧贯彻落实国家进一步扩大开
放的重要举措，加大金融业、现
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等重点领
域改革攻坚，积极争取先行先
试。要用改革开放的思路办法
破解难题、推进工作。打响上海

“四大品牌”、优化营商环境、做
实“一网通办”、建设人才高峰、
城市管理精细化、办好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等全市重点工作，既
要顶层设计加大改革力度，又要
从小事、具体事做起，积极推进
改革突破。要善于总结成功的
经验做法，及时在面上复制推

广，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上海各
项事业取得更大进步。

会议审议通过今年浦东综
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安排，指出
要牢牢把握综合配套这个核心，
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集成，切实
发挥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与自贸
试验区建设、“五个中心”建设的
叠加效应。要在全市上下形成
合力，各部门要发挥好各自作
用，浦东新区要敢为人先，大胆
试、大胆闯、自主改，确保各项改
革举措落地落实。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发
展健康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指出
要加强供给、确保质量、强化监管，
加快发展健康医疗、健康服务、健
康保险，加快建设亚洲医学中心城
市。要细化制定重点领域配套政
策，推动全市健康医疗服务资源均
衡分布，推进公立医院与社会办医
功能合理分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

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需求。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贯彻落

实<关于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
体制的实施意见>的工作措施及
分工方案》，指出要坚持问题导
向，找准司法鉴定领域的难点、
痛点和盲点，制定全流程、全要
素管理制度，并在实施过程中不
断调整完善。要着力培育一批
高资质高水平的司法鉴定机构，
把上海司法鉴定打造成为上海
法律服务的重要品牌。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深
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
实施意见》，指出要坚持分类指
导，根据各类教师的不同特点，
遵循教师队伍的成长规律，拿出
有针对性的要求举措。要强化
任务分解落实，相关部门形成合
力、协同推进，努力培养造就一
支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
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李强主持市委深改组会议并强调

党对改革的领导要全面加强 抢抓重大机遇要时不我待

长三角探索建设
融合创新实践区域

记者从19日召开的张江长
三角科技城领导小组会议上获
悉，长三角在沪浙交界地区率先
探索建设跨省市的融合创新实
践区域。

据了解，作为打造跨省市融
合创新实践区域的载体，张江长
三角科技城位于上海市金山区
枫泾镇与浙江省平湖市新埭镇
的交界处，地跨沪浙两地，由张
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张江
金山园和张江平湖园共建而成，
总规划面积87平方公里，平湖境
内45平方公里，枫泾境内42平
方公里。

目前，长三角这个跨省市科
技城的建设，由张江高新区管委
会、上海市金山区、浙江省嘉兴
市三方合作推进。根据规划，两
地确定了7.1平方公里的一期启
动区范围，基础建设工程已经全
面启动，累计将投入建设资金近
7亿元。

据新华社电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
应勇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
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和李克强总理对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的重要指示和重要讲
话精神，全力做好进口博览会城
市服务保障工作；部署实施上海
市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工程。

由商务部和上海市共同主
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将于今年11月在上海举行，主
要包括国家展、企业展和虹桥国
际经贸论坛三大部分。进口博
览会前一阶段筹备工作顺利高
效，实现阶段性目标，目前进口
博览会已从招展为主转向招商
布展为主。在首届进口博览会
筹委会的统一领导和国家部委
的大力支持下，上海城市保障领

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紧紧围绕安
全、有序、便捷、高效的目标，扎
实推进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努力
为进口博览会提供一流服务、一
流保障。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到举
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
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作
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我国主动
开放市场的重大政策宣示和行
动。要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
议精神，按照本市决战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200天动员大会和相
关行动计划要求，举全市之力，
做好进口博览会城市服务保障
各项工作。要加快推进重大项
目建设，分类推进交通组织保
障，稳步推进住宿接待、餐饮消

费等服务保障，积极做好论坛服
务保障，全面做好外事保障，全
面提升城市服务和精细化管理
水平，确保进口博览会取得圆满
成功。

工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落
脚点，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举措，已经成为各国重塑制
造业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为
推进本市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
市经信委编制了《上海市工业互
联网产业创新工程实施方案》，
提出要深入实施上海工业互联
网“533”创新工程，即构建“网
络、平台、安全、生态、合作”五大
体系，落实“功能体系建设、集成
创新应用、产业生态培育”三大
行动，实现“全面促进企业降本

提质增效、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助力国家在工业互联网发展
中的主导力和话语权”三大目
标。力争到2020年，上海工业互
联网发展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地
位，全力争创国家级工业互联网
创新示范城市。

会议原则同意《实施方案》并
指出，加快建设和发展工业互联
网，是服务国家制造强国和网络
强国战略、巩固提升实体经济能
级、全力打响“上海制造”品牌的
重要支撑。要加强规划布局，加
快业态集聚，推动产业创新，培育
新经济增长点；要加强协同联动，
构筑战略优势，带动长三角世界
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要突出
政策统筹，优化发展环境，推动工
业互联网行业健康发展。

应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全力做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城市服务保障工作

应勇会见
俄罗斯客人

本报讯 上海市市长应勇昨
天下午会见了俄罗斯雅罗斯拉夫
尔州州长，俄中友好、和平与发展
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俄方主席
米罗诺夫·德米特里一行。

应勇说，今明两年是中俄地
方合作交流年，上海将在中俄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下，进
一步加强与俄罗斯各地的合作
与交流。上海愿发挥自身产业
优势，与雅罗斯拉夫尔州加强汽
车、生命科学、生物医药、能源、
旅游等领域合作，增进人文交
流。也欢迎俄罗斯企业积极参
与上海自贸区建设和上海经济
社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