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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

面向未来：承载新使
命，抓住新机遇

浦江东岸陆家嘴，耸立着中
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

2007年，习近平在上海工作
期间，十分重视上海中心大厦建
设，多次到陆家嘴地区实地调
研，亲自研究陆家嘴地区规划，
亲自审定上海中心大厦设计方
案，推动相关工作，要求把上海
中心大厦建设成为绿色、智慧、
人文的国际一流精品工程。

10年后的2017年，上海中心
大厦全面投入试运营，并以其632
米的建筑总高度、绿色环保节能的
设计理念、螺旋式上升的建筑结构
和极大的施工难度，成为中国最受
瞩目的“超级工程”之一，被誉为

“上海之巅”“腾飞的东方巨龙”。
6 日上午，习近平走进这

里。他乘坐高速电梯来到 119
层观光厅，俯瞰上海城市风貌。

东方明珠、环球金融中心、
金茂大厦、杨浦大桥、世博园区
……浦江两岸美景尽收眼底，沪
上百年变迁跃然眼前。

习近平不时驻足，时而远
眺，时而同大家交流。

上海，宋代成镇，元代设县，
明代筑城，清代开埠，新中国成
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
社会飞速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
异。如今，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
中心城市，上海在党和国家工作
全局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观光厅内侧墙壁上，一幅幅
照片今昔对比，生动展示着上海
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沧桑巨变。

站在新地标，俯望老地标，
习近平感慨万千：“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上海就是一个生动例证。”

面向未来，上海承载着新的
历史使命——

7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
听取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工作汇
报时强调，做好上海工作要有大
局意识、全局观念，在服务全国
中发展上海，并对上海提出了更
好为全国改革发展大局服务、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改革开
放向纵深发展、深化社会治理创
新、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等
5个方面的工作要求。

面向未来，上海也面临着新
的发展机遇——

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发表主旨演
讲并宣布：增设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的新片区；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
制；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这3项重大举措，必将构筑
起新时代上海发展的战略优势。

党建工作:难点在基层，
亮点在基层

登上中国第一高楼，不仅可

以领略建筑的高度、视野的广
阔，更可以感悟信仰的高度、理
想的远大。

在上海中心大厦，活跃着10
多个基层党组织、800多名党员。

6日上午，习近平来到位于
大厦22层的陆家嘴金融城党建
服务中心，察看服务中心窗口，
了解金融城党的基层组织架构，
详细询问每周活动安排和楼宇
党建工作情况。

“楼宇经济”是上海作为超
大城市典型的经济形态，一座楼
的税收往往超过内地一个县的
经济总量。各类商务楼宇内聚
集了大量“高智商、高学历、高技
能、高收入”的“四高青年”群体，
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就业
的党员越来越多。

2007年，习近平在上海工作
期间高度重视非公有制经济组
织的党建工作，明确提出上海的
党建重点是楼宇，要走进楼宇、
凝聚党员、服务白领，组织开展
各类活动，不断增强党组织在新
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青年中
的吸引力凝聚力影响力。

10 年多来，上海积极探索
“支部建在楼上、党建落到实处”
的楼宇党建工作，逐步走出一条
适应上海超大城市特点的基层党
建新路子。陆家嘴金融城党建服
务中心，就是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综合党委打造的楼宇党建阵地。

在大厦22层的空中花园研
讨交流区，透过宽大明亮的落地
窗，可以遥望清晰的天际线。一
江之隔，就是党的一大会址。

此时，几家不同所有制企业
的党组织正在这里联合开展“我与
金融城共成长”主题党日活动。
看到总书记来了，大家边鼓掌边
围拢过来。党日活动的主持人
渣打银行上海党总支书记董述
寅迎上前来，向总书记汇报了活
动的主要内容。

听说“两新组织”中青年人入
党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楼宇党建
在党员中的吸引力影响力越来越
大，习近平十分高兴，充分肯定上
海创新党建工作的思路和模式。

“党建工作的难点在基层，
亮点也在基层。”习近平说，“我
们党在非公有制企业当中有没
有吸引力，‘两新组织’的年轻人
愿不愿意入党，从上海的情况
看，答案是肯定的。”

他希望上海在加强基层党
建工作上继续探索、走在前头。

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是
动力源，实体经济是着力点

如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总书记十分关心。

6日下午，习近平专程来到上
海科技创新的核心区和国家级科
技高地——张江科学城考察调研。

张江科学城规划总面积约
95平方公里，入驻高新技术企业
800多家，集聚了一批大科学设

施、科学平台和一流创新型院校。
科学城展示厅内，暗物质粒

子探测卫星模型、外骨骼康复机
器人、冷原子钟等展品，吸引了
总书记的目光，他认真听取科学
城发展历程及规划建设情况介
绍，仔细察看大科学设施、集成
电路、航空航天等展区，不时询
问相关情况。

“效果怎么样？”“离上市还
有多远？”“投放市场后患者一年
要花多少钱？”……在生物医药
展区，习近平向科研人员详细了
解老年痴呆治疗性药物研发情
况，希望他们立足自主研发，努
力把这件大事办好。

面对现场的科技工作者，习
近平语重心长地表示，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
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
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
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
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

他强调，我们要把握机遇，
创造更优质环境，优化要素配
置，努力实现更多重大科技突
破。党中央支持你们。

科技工作者们对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报以热烈掌声。

如果说科技创新是高质量
发展的动力之源，那么，实体经
济则是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6日下午，习近平来到浦东
新区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通
过大屏幕视频连线洋山港四期
自动化码头，听取码头建设和运
营情况介绍。

洋山港四期工程是目前世
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全
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能靠泊世界
上最大的20万载重吨集装箱运
输船。投入运营后，上海港年吞
吐量突破4000万标箱，创造了全
球吞吐量最大集装箱码头纪录。

通过大屏幕可以清晰看到，
码头上，各类集装箱整齐堆放，
自动引导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巨
型桥吊在远程操控下精准装卸，
整个作业现场紧张忙碌而又井
然有序。

习近平指出，经济强国必定
是海洋强国、航运强国。要有勇创
世界一流的志气和勇气，要做就做
最好的，努力创造更多世界第一。

他要求上海把高质量发展
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
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
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
系，全面提升上海在全球城市体
系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社会治理：在细微处下
功夫，在细微处见成效

上海是拥有600多平方公里
中心城区、2000多万常住人口的
超大城市。

大有大的难处。近年来，上
海面临着交通拥堵、人口老化、
旧城改造成本加大等问题。如

何破解这些难题，不仅关系着上
海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是中
国探索新形势下提高城市管理
水平的“必修课”。

上海虹口区人口密度大。为
满足居民社区生活各方面需求，
虹口区设置了35个市民驿站，努
力打造“15 分钟社区生活服务
圈”，在群众家门口“一揽子”解决
了老年人就餐、日托、医疗保健、
文体活动、精神慰藉和婴幼儿早
教、党群服务等民生需求。

6日上午，习近平来到虹口
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
站，逐一察看综合服务窗口、托
老所、党建工作站等。

托老所内，几位老年居民正
在制作手工艺品，总书记亲切向他
们问好，86岁的王永年老人激动
地握着总书记的手，向总书记讲述
自己的幸福晚年。习近平表示，让
老年人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
长寿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党中央
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工作，要把政策
落实到位，惠及更多老年人。

党建工作站内，几位年轻党
员正在交流社区垃圾分类推广
的做法。一位小伙子告诉总书
记，参加公益活动对年轻人来说
都是新时尚。习近平表示，垃圾
分类就是新时尚！垃圾综合处
理需要全民参与，我关注着这件
事，希望上海抓实办好。

临别时，闻讯赶来的居民簇拥
在总书记身边，争相同总书记握手。

习近平叮嘱大家，城市治理
的“最后一公里”就在社区。社区
是党委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
众的神经末梢，要及时感知社区
居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一件一件加以解决。老百姓心里
有杆秤。我们把老百姓放在心
中，老百姓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中。

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
平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提出，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

6日下午，习近平来到浦东
新区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了
解上海在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
方面的做法，要求上海继续探
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
管理新路子，不断提高城市管理
水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

7日下午，习近平在听取上
海市委和市政府工作汇报时，又
详细询问上海在应对老龄化、进
行旧城改造、开展新农村建设、
推进“厕所革命”等方面的工作
进展，提出越是大城市越要注重
在细微处下功夫、见成效。

一次次真诚勉励，一句句深
情嘱托，温暖着上海广大干部群
众的心，激励人们再接再厉、奋
发有为。

黄浦江畔，一座青铜铸就的
勇士雕像高举风帆，迎向巨浪，
奋勇搏击。

不远处，江水奔腾，东海在
望。 据新华社电

东风浩荡 潮涌浦江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纪实

“希望上海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
难啃的骨头，发挥开路先锋、示范引领、突破攻坚的作用，为全国改革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要节点，11月6日至7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看企业、进
社区，谈创新、论党建，一路走来，为上海改革发展指引方向。

浦江秋水好时节，改革开放再出发。

加大金融支持

缓解民营企业和
小微企业融资难

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要求，加大金融支持缓解民营企
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并部署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
担保作用支持小微企业和“三
农”发展。

会议提出，要拓宽融资渠
道。将中期借贷便利合格担保
品范围，从单户授信500万元及
以下小微企业贷款扩至1000万
元。从大型企业授信规模中拿
出一部分，用于增加小微企业贷
款。创新融资工具，深化多层次
资本市场改革，支持更多小微企
业开展股权、债券融资。

会议提出，激发金融机构内
生动力，解决不愿贷、不敢贷问
题。明确授信尽职免责认定标
准，引导金融机构适当下放授信
审批权限，将小微企业贷款业务
与内部考核、薪酬等挂钩。对小
微企业贷款基数大、占比高的金
融机构，给予监管正向激励。

会议提出，力争主要商业银
行四季度新发放小微企业贷款
平均利率比一季度下降1个百分
点。整治不合理抽贷断贷，清理
融资不必要环节和附加费用，严
肃查处存贷挂钩等行为。同时
采取措施做好信贷风险防范。

据新华社电

新一批“上海工匠”
昨揭晓并受表彰

本报讯 上海市委副书记尹
弘昨天在2018年“上海工匠”选
树命名暨工匠精神主题论坛上
强调，全市广大职工要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工
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
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共同努力加快提
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更好
为全国改革发展大局服务。

尹弘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获
得“上海工匠”称号的同志表示
祝贺，希望大家争做打响上海

“四大品牌”的先锋、攻克核心技
术的先锋、培养工匠新人的先
锋，再接再厉，再创新业绩。他
指出，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在
培育工匠人才、提升职工素质上
展现新作为，为上海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
广大职工要坚守初心、树立匠
心、刻苦钻研，努力在岗位上成
长成才、建功立业。全社会要积
极营造良好氛围，让劳动最光
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
动最美丽蔚然成风。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
工会主席莫负春出席。论坛上，
新一批98名“上海工匠”正式揭
晓并受到表彰，他们呈现出职业
覆盖面广、一线职工占比高、技
能技术水平高等特点，其中67人
拥有专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