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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进入状态、蹄疾步稳
上海、江苏、浙江全面推进第二批主题教育

本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21日会见了伊拉
克共和国总理阿迪勒·阿卜杜勒-迈
赫迪一行。

李强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全
市人民对总理阁下率团访沪表示热
烈欢迎，并详细介绍了上海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他说，中国和伊拉克都是
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两国人民
友谊源远流长。随着中伊关系提升
为战略伙伴关系，双方交流不断加
强，各方面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相信

总理阁下此次访华，必将推动两国友
好关系迈上新台阶。上海作为中国
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改革开放前
沿窗口，正按照习近平主席对上海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建设“五
个中心”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愿在“一
带一路”框架下，进一步推动上海与
伊拉克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支持
上海企业到伊拉克投资兴业、参与建
设，为增进中伊两国人民福祉作出积
极贡献。

本报讯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临港新片区刚刚“满月”，这一
片众所瞩目的热土，如何更好地建
设特殊经济功能区和现代化新城？
20日至2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应
勇用一天半时间，赴临港新片区调
研。应勇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
神，深刻理解把握临港新片区的使
命任务，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进一步举全市之力，高标准高质量
启动建设临港新片区，推动总体方
案加快落地，力争尽快取得有显示
度、有影响力的实际成效。

应勇一行先后察看滴水湖畔的
港城广场、陆家嘴集团临港中心项目
等地。港城广场是环湖一环带首个
完整的单元开发项目。临港中心项
目包含办公楼、酒店，以及可同时容
纳2000人的会议中心。市领导察看
项目建设情况，并登高远眺滴水湖北
岛、西岛、南岛及周边区域。“可用建
设用地有多少？滴水湖周边建成区
的构成如何？”应勇对照新片区平面
图，详细了解土地利用与规划、重点
区域建设情况。应勇指出，要按照特
殊经济功能区和现代化新城的新定
位，着力做好临港地区规划，按需调
整功能布局，有序开发。市领导还一
路察看海洋科创区、临港主城区二环
带及三环带等区域情况。

在察看临港科技城时，市领导就
科技城的功能定位、规划布局等要素
同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应勇指出，
要着眼长远，认真研究科技城的功能
业态，注重环湖各区块单元的协调

性，切实做好产业培育，让寸土寸金
之地飞出新的金凤凰。

临港装备产业区内的交大智邦
发挥高校学科优势，打通科技成果转
化全链条，构建了汽车动力总成高端
精工装备国产化与智能制造系统验
证示范基地。市领导走进这座全自
动化的工厂，实地察看数控智能制造
设备。君实生物主攻肿瘤免疫疗法
创新药物，在临港设有单克隆抗体生
产基地。企业负责人告诉市领导，公
司已享受到自贸区支持政策的利
好。应勇鼓励企业充分利用新片区
的制度优势，将其转化为企业的发展
优势，不断取得更大突破。

临港新片区要打造宜居宜业的
现代化新城，离不开高效便捷的交通
体系。市领导走进滴水湖站，了解列
车运能、调度组织、地下空间开发等
情况。应勇说，要根据潮汐式客流的
特点，科学合理组织调度，同时前瞻
性分析预测客流趋势，尽快提升线路
运能和运行效率，更好满足新片区公
共交通需求。

围绕临港总体规划、产业发展和
主城区城市功能，三场座谈研讨会分
别于20日下午和晚上、21日下午召
开。

应勇指出，增设临港新片区是党
中央、国务院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重大
战略部署，也为上海未来发展提供了
重要的发展空间。要以只争朝夕的
紧迫感，非同一般的决心和魄力，破
除束缚羁绊，大胆改革创新，大力推
动重大改革优先在新片区试点，闯出
一条全方位高水平开放的新路。

李强会见伊拉克总理一行

应勇赴临港新片区调研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临港新片区

本报讯 记录新时代新作为，
书写新片区新传奇。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新闻
中心暨上海主要媒体临港新片区
记者站 21 日正式成立。市委副书

记、市长应勇为新闻中心和记者
站揭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临 港 新 片 区 管 委 会 主 任 陈 寅 出
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慧琳
致辞。

本报讯 临港新片区建设发展大
幕拉开，44家市属国企走进临港，积
极对接新片区总体方案，全力参与和
服务新片区建设。21日下午，上海
国企走进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对接交
流会举行，签署一系列重要协议。市
委副书记、市长应勇为临港新片区企
业发展合作联盟揭牌。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主任陈
寅主持。

揭牌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临港新片区企业发展合作联盟，
旨在深化市区联动和政企合作机制，
将坚持“以开放引领合作，以合作引
领产业，把产业培育与产城融合相结
合，把科技创新与国资混改相结合”
的原则，积极布局集成电路、人工智
能、生物医药、民用航空等高新产业，
努力优化临港新片区内各项资本要
素的合理配置。

临港新片区新闻中心记者站揭牌

44家市属国企走进临港新片区
本报讯 日前，在陆家嘴环形天

桥上举行的《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
动，让夜色中的浦东更添魅力。70幢
高楼同时亮起红色的灯光，百架无人
机在空中拼出“中国”和“70”字样，7
万人隔空同唱《我和我的祖国》……
那一夜，浦东无眠。

这场《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
由中共浦东新区委员会、区政府主
办。快闪MV今晚在东方卫视《东方

新闻》首播，《航拍上海·浦东篇》将于
明晚首播。

《我和我的祖国》上海各区快闪
MV展播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
办、市政府新闻办共同主办，上海广
播电视台、上海报业集团、东方网承
办，各区展播片在东方卫视等本市主
流媒体播放，展播活动将持续至今年
10月。各区快闪MV网络点击量早已
逾亿次。

记者近日在上海、江苏、浙江采
访了解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第二批启动以来，三地充分借
鉴运用第一批主题教育成功经验，结
合第二批主题教育单位与群众距离
更近、服务群众更直接等特点，自觉
对表对标、周密部署安排、切实抓紧
抓好，不断推动主题教育往深里走、
往心里走、往实里走。

高标准谋划 高质量启动
9月 9日，上海全面启动第二批

主题教育，全市1900多个县处级以
上领导班子、1.9万多名县处级以上
领 导 干 部 、6.45 万 多 个 党 组 织 、
146.5万多名党员参加。上海明确，
扎实开展第二批主题教育要更加突
出理论学习、更加突出问题导向、更
加突出激发群众参与热情、更加突
出发挥党支部作用，推动全市党员、
干部把初心和使命转化为干事创业
的强大动力。

江苏省第二批主题教育涉及13
个设区市、96个县（市、区）、167所高
校，基层党组织23.5万个，党员487.4
万名，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 2.6 万
名。江苏省委在中央第三督导组精
心指导下，注重高起点谋划、高标准
部署、高质量推进。截至9月16日，
江苏各设区市、省属高校全部完成动
员部署，基层党组织有序启动主题教
育，呈现出良好态势。

突出“实效”，强化指导督导——
浙江省委抽调109名精干力量组建
15个巡回指导组，每组7至9人，对
第二批78家单位开展督导指导。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浙江
省各地党员领导干部坚持读原著、学
原文、悟原理，增强党的意识和党员
意识，领悟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
念。在此基础上，各地还通过集体学
习、组织讨论等创新形式，确保主题
教育走深走实。

聚焦重大任务 抓好实际工作
上海市青浦区同时接壤苏浙两

省，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
的重要参与者。9月19日，青浦区委
会同吴江、嘉善，召开“建设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青浦、吴
江、嘉善三地主题教育学习研讨会”，
深化思想共识。同时，青浦会同吴
江、嘉善共同制定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红色阵地地图，精心
挑选98个红色阵地和12条“初心寻
访”红色路线，进一步释放示范区红
色资源的叠加优势和互补效应，引导
党员干部守初心、担使命。

江苏省委组织部实施村级集体
经济“18万+”扶持计划，按每村60万
元标准对省定经济薄弱村进行重点
扶持，确保到2021年底薄弱村集体

经济经营性年收入不低于18万元，
并实现稳定增长。苏州市提出思想
上“零偏差”、推进上“零温差”、发展
上“零落差”、行动上“零时差”，引导
全市上下立行立改、深学深改、早改
早见效。苏州还创新开展“两新”党
组织“红色心桥”活动，通过搭建网上
服务平台、开展现场推介等形式，在
产业振兴、扶贫帮困、便民服务等方
面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浙江省绍兴市充分发挥名人资
源、红色资源丰富的优势，制作绍兴红
色地图，梳理各类党史胜迹169处，组
织党员干部就近就便现场体悟初心使
命，继承和弘扬革命精神、斗争精神、
为民情怀。嘉兴市创设“南湖初心讲
堂”，从本地党政机关、党校高校、基层
群众工作能手、兴村治社名师、企业家
等团队遴选宣讲骨干100余人，组成
百人初心宣讲团，以身边人讲身边事、
用身边事教身边人。

直面百姓烦心事 做好检视整改
9月20日，上海市静安区城市运

行综合管理中心指挥大厅内进行了
“12345”市民服务热线工单办理情
况点评，而这正是静安区主题教育学
习交流会的现场。工作人员随机调
取了办理情况不佳工单，涉及噪音扰
民、违章建筑等。“有的部门缺少主动
跨前一步的意识。”毫不客气的现场
点评直指问题所在。

把主题教育现场学习交流会开
进市民问题反映的第一线，为的就是
瞄准痛点，对症下药。静安区委书记
陆晓栋说，要认真开展对照检查，从
更深层次挖掘热线工单办理质效不
高的根源，切实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
问题，让老百姓有扎扎实实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我们提出用电需求后，供电部
门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两条12
千米长的 10 千伏专用线路架设任
务，使企业得以迅速投产。”江苏金湖
经济开发区的淮安海龙饲料有限公
司电气负责人彭飞龙说。国网金湖
县供电公司聚焦优化电力营商环境
这个主题，推出一套服务企业的组合
拳：为24家单位完成了业扩配套工
程建设，替客户节省电力投资成本
2450万元；免费为经济开发区328家
企业安装智能断路器，解决了13条
20千伏线路因一户企业内部故障而
引发全线跳闸的故障。

围绕群众“牵肠挂肚的事、牢骚
满腹的事、经常投诉的事”，浙江省湖
州市开展以解决“中心城区停车难”

“小区物业提升”“城乡人居环境整
治”“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
治”“单用途商业预付卡整治”等为主
要内容的“民生痛点整治攻坚行
动”。 据新华社电

70幢高楼亮红色天际线
浦东7万人同唱《我和我的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