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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宣传部与
浦东开展合作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
政府《关于支持浦东新区改革开
放再出发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意见》要求，举全市之
力打好浦东这张王牌，开创新时
代浦东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
面，9月29日，支持浦东新区改革
开放再出发实现新时代高质量
发展部区合作专题会在浦东新
区办公中心举行。会上，市委宣
传部和浦东新区政府签署了《贯
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支持浦
东新区改革开放再出发实现新
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的
工作方案》。

为把市委市政府要求落到
实处，市委宣传部与浦东新区将
重点聚焦改革体制机制、营造发
展环境、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和打
造文化品牌四个方面，开展19项
合作。其中，双方将就自贸试验
区内的文物拍卖、电影后期制
作、游戏出版、版权服务等，携手
探索完善文化发展新机制；在电
竞、影视、数字阅读、网络视听、
动漫游戏、版权、对外文化贸易
等方面，针对浦东特点，鼓励文
化与科技、贸易、金融等深度融
合发展，合力推动文创产业新跨
越；共同打造“一带一路”电影
周、全球电竞大会、上海电竞周、
国际旅游度假区节庆活动等文
化品牌矩阵；围绕浦东开发开放
30周年，做好理论研究和新闻宣
传，总结发展经验，讲好浦东故
事，充分展示浦东开发开放30年
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生动反映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
实践。

本报讯 金秋硕果飘香，神
州喜气盎然。昨天傍晚，上海
市人民政府在上海展览中心举
行国庆招待会，热烈庆祝伟大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市委书记李强，市委副书
记、市长应勇与 1000 余名中外
来宾欢聚一堂，共庆新中国 70
周年华诞。

今晚的上海展览中心中央
大厅灯光璀璨，鲜花绽放，洋溢
着喜庆热烈的气氛。墙上高挂
的“国庆”和“1949—2019”红色
大字在鲜艳的五星红旗映衬下
分外醒目。中外来宾互致问候，
和乐融融。18时，招待会在雄壮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
始。应勇代表中共上海市委、上
海市人民政府，向全市人民和所
有关心支持上海发展的朋友们
致以节日问候，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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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常委于绍良、郑钢淼、
陈寅、吴清、翁祖亮、周慧琳、诸
葛宇杰、凌希出席招待会，副市
长许昆林主持。

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
政协负责同志，市监察委员会、
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
负责同志，本市部分老同志，驻

沪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负责
同志，市各部委办局、各区以及
部分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获
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纪念章代表以及先进模范
代表，香港、澳门特区人士，台湾
同胞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出席招
待会。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外国
驻沪领馆馆长及其配偶，各国友
好城市驻沪代表，“上海市荣誉
市民”称号、白玉兰荣誉奖和纪
念奖获得者代表，在沪工作的外
国专家、外国企业界代表，各国
媒体驻沪记者等。

李强会见美国
印第安纳州州长

本报讯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昨日会见了美国印第安纳州州
长埃里克·霍尔科姆一行。

李强向客人介绍了上海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
我们正在按照习近平主席对上
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建
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
科技创新中心，持续办好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开放、创新、包
容是上海这座城市最鲜明的品
格，我们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中美关系是世
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互
利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上
海与印第安纳州在经贸、教育、
科技等领域有着长期良好合
作。希望通过州长此次访问，进
一步加深了解、形成共识，推动
双方友好合作交流再上新水
平。今年11月，第二届进口博
览会将在上海举办，这是中国主
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
措。欢迎印第安纳州企业在这
个开放大平台上展示优质产品、
优良服务，与上海企业开展更多
合作。

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国庆招待会

中外来宾共庆新中国70周年华诞

本报讯 国庆节前夕，市委
书记李强，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
分别前往部分重点场所、区域和
基层单位，实地检查国庆期间相
关保障工作落实情况。李强强
调，越是国庆佳节，越不能有丝毫
麻痹松懈思想，必须坚持底线思
维、增强忧患意识，严而又严、细
而又细、实而又实，全面加强国庆
期间城市运行、安全生产和市场
供应等各项保障工作，做到守土
有责、守土尽责，守土有方、守土
有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让广大市民
群众安度欢乐祥和的国庆长假。

今年国庆期间，上海铁路预
计发送旅客460万人。面对即将
到来的连续“大客流”，保证广大
旅客平安出行是关键所在。29
日上午，李强来到铁路上海南
站，检查相关安全保障预案以及

联勤联动落实情况。从东北进
站口到候车大厅一路上，市领导
仔细察看了进站安检、实名验证
等流程，详细询问安检规范标准
以及瞬间大客流应对措施。李
强叮嘱，安全是底线，通畅是根
本。要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牢牢盯住关键环节，细化各项流
程，切实加强安全防范措施。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细致周到做好各项服务引导工
作，让广大旅客安心、顺心地踏
上旅程。随后，市领导走进车站
综控室，通过实时视频了解客流
走向、运力保障以及安全工作举
措。李强说，要充分依托现代信
息技术，“人防”与“技防”相结
合，强化各相关单位的联勤联
动，共同努力确保国庆期间铁路
运输安全有序。

长途客运南站里，提着行李准

备坐车前往各地的旅客络绎不
绝。李强来到进口处的安检点，认
真查看上交物品记录表和危险品
记录表，对近期安检情况以及客流
趋势作了具体了解。他叮嘱现场
安检人员，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
弦，为了确保旅客安全、运行有序，
检查再细致一些，考虑再周全一
些，决不能忽视任何工作环节，决
不放过任何安全隐患。在发车
点，一名安检员正在检查车载消
防设备，确认无误后，又逐一排查
汽车轮胎是否正常。李强走上前
去，细细询问车况安检流程。他
再三叮嘱客运站负责同志，要在
车辆日常维护的基础上，结合国
庆期间运营要求，进一步加强安
全专项检查，确保设备完好、车况
优良、动态受控、一路平安。

29日上午，应勇一行来到市
消防救援总队虹口支队虹口中

队，与消防指战员亲切握手，关
心询问生活设施、日常训练和队
伍建设情况。场地上，救生抛投
器等消防救援器材整齐摆放。
应勇听取国庆期间安保备勤情
况介绍后说，希望大家以过硬作
风和水平，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让市民过一个安全、
祥和、欢乐的国庆长假。

重要景点地标、轨交站点历
来是节假日人流密集的区域。
市领导走上陆家嘴环廊实地察
看，询问小陆家嘴地区客流情况
以及节日安保措施。随后，来到
市公安局轨道公交总队指挥中
心，听取轨道全路网大客流风险
管控情况。应勇指出，要进一步
完善预案，与申通地铁等单位协
同作战，合理调配人力，全力保
障节日期间人流密集场所的安
全有序。

本报讯 市委常委会昨天下
午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
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关于举办2021年上海第46届世
界技能大赛重要指示和李克强
总理重要批示精神，研究第二批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城市服务保障、乡村振兴、虹桥
商务区建设等事项。市委书记
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
汪洋同志讲话精神，结合上海实
际，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
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把各方面

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细化工
作方案，研究落实举措，确保会
议精神落地见效，更好推动市、
区两级政协工作提质增效。

会议指出，要围绕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富有新意、影响广泛”
的办赛要求，夯实组织保障，全
力以赴做好第46届世赛筹办和
组织工作。全力实施职业技能
提升行动计划，全面推动上海技
能事业发展，大力营造劳动光
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良好
氛围。

会议指出，要认真组织开展
下一阶段主题教育，推动党的建
设更加坚强有力，推动党员、干部
全面提振精气神。强化责任落
实，坚持问题导向，拿出实招硬

招，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主题
教育成效。加强分类指导，深入
做好高校、街镇等主题教育工作。

会议指出，要围绕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进口博览会要“越办越
好”的重要指示精神，提升标准、
升级服务，以一流城市环境、一
流服务保障确保展会安全有序、
运行顺畅。进一步放大溢出效
应，主动加强投资对接，吸引更
多国际企业、优质产品、优良服
务进入中国、落户上海。

会议指出，要坚持规划引
领，强化资源统筹，着眼更大发
展空间和战略布局推进乡村振
兴。着力改革创新，大力推进农
民相对集中居住，加快发展都市
现代绿色农业，增强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活力，深化农村产权制度
改革。加强党的领导，形成推进
乡村振兴的整体合力。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虹
桥商务区建设打造国际开放枢
纽的实施方案》，指出要对标国
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全面提
升开发建设品质，加快建设国际
化中央商务区和国际贸易中心
新平台。加强统筹协调，着力在
国际、开放、枢纽三方面做足做
好文章。坚持品质为先，聚焦发
展总部经济、平台经济、数字经
济、会展经济，全力打造城市发
展新增长极。

会议还研究了我市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推进情况及中央督
导组反馈意见整改工作。

李强应勇实地检查国庆期间相关保障工作落实情况

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全力以赴做好第46届世赛工作

本报讯 2019 年上海市“白

玉兰荣誉奖”授奖仪式昨天在市

政府隆重举行。意大利籍人士

杰安彼德·柏罗第等 12 位外籍

人士获得“白玉兰荣誉奖”。上

海市市长应勇为获奖者及代表

颁授奖章、证书。

副市长许昆林在授奖仪式

上致辞，英国籍人士柏历发表获

奖感言。

今年获得“白玉兰荣誉奖”

的外籍人士分别来自意大利、英

国、法国、日本、德国、丹麦、美

国、新加坡等 8 个国家，既有经

贸、金融、航运、服务行业的经营

管理者，又有科技、文化领域的

专家学者。2019 年正值上海市

白玉兰对外表彰奖项设立30周

年，迄今为止，已有逾1500名外

籍人士获得白玉兰系列奖项。

上海市“白玉兰荣誉奖”授奖仪式举行

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国庆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陈正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