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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

本报讯 英雄烈士光照后
人、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在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
际，我们愈加缅怀为中国人民解
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
献身的烈士们。昨天是国家设
立的烈士纪念日，上午，上海市
党政军领导，各民主党派、人民
团体负责人和全市各界群众代
表800余人，怀着无比崇敬的心
情，来到龙华烈士陵园，向人民
英雄敬献花篮。

龙华烈士陵园庄严肃穆、松
柏苍翠，鲜艳的五星红旗高挂两
侧，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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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协主席董云虎和全市各界群众
代表，步行来到烈士纪念碑广场，
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仪式由市委副书记尹弘主持。

“礼兵就位！”一声号令，礼兵
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分两列行进
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伴随着雄
浑高亢的《义勇军进行曲》旋律，全
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
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
业英勇献身的烈士们默哀。默哀
毕，150名少先队员面向烈士纪念
碑，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
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由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大常
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驻沪人民解
放军和武警部队，各民主党派、工
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上海市各人民

团体和各界群众敬献的7只大型
花篮在广场上整齐排开，红色缎带
上写着“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
字。深情悠扬的《献花曲》中，14
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革
命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敬放在纪念
碑前。挺拔的红掌、芬芳的百合、
鲜艳的玫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
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李强、应
勇、殷一璀、董云虎等市领导神情

肃穆，缓步来到纪念碑前，驻足凝
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市
领导和全市各界群众代表一起瞻
仰了烈士纪念碑，前往无名烈士
墓敬献鲜花。长明火长燃不熄，
英烈事迹铭记在心。大家仰望英
雄烈士、尊崇英烈精神，汲取前行
力量，更好守初心、担使命，砥砺
前行、接续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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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市
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和部分老
同志、驻沪部队负责同志等出席
敬献花篮仪式。

本报讯 市政府任命的国
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仪式昨天
下午举行，自2019年1月以来市
政府任命的51位国家工作人员
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市委
副书记、市长应勇监誓并讲话。
市领导陈寅、吴清、许昆林、彭沉
雷、陈群、龚道安、宗明、汤志平
出席。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宪法
宣誓是对宪法做出的庄严承
诺。诺不轻许，许则必行。”应勇
在讲话时指出，在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前夕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就
是要牢记“70年后再出发、而今
迈步从头越”，弘扬宪法精神、树
立宪法权威，忠于宪法，依法履
职，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扎实
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应勇指出，参加宣誓的同志
要牢记誓言，信守承诺，绝对忠
诚，忠于党、忠于宪法、忠于祖

国、忠于人民，学深悟透做实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始终做到“两
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
扣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要
恪守法治，崇法于心，严格按照
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职尽责。要
敢于担当，以更加昂扬向上的
精气神干事创业，主动谋事、敢
于担事、善于成事，在切实解决
好人民群众所忧、所盼中践行
初心，在服务全国大局、坚决完
成党中央交给上海的重大任务
中体现使命。要清正廉洁，坚
持修身慎行、清廉自守，同时认
真履行“一岗双责”要求，切实
把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政
的责任放在心中、扛在肩上、抓
在手中。

本报讯 上海市各界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
昨天上午在世博中心隆重举
行。市委书记李强在会上强调，
70年沧桑巨变，70年春华秋实，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更
加自觉地抓好发展第一要务，更
加自觉地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
更加自觉地践行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更加自觉地推进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永不懈
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
斗姿态，奋力创造新时代上海发
展新传奇，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增添新光彩。

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主持
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
璀、市政协主席董云虎、市委副
书记尹弘出席。

世博中心会场气氛庄严热
烈。主席台帷幕正中的国徽在
鲜艳的红旗映衬下熠熠生辉。
会场二楼眺台悬挂标语：“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加快建设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上午10时，大会开始，全体
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参加过抗日战争以及潍坊、
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和
战斗的老战士刘福兴，全国劳动
模范、全国道德模范、上海航天
设备制造总厂有限公司对接机
构组组长王曙群先后发言。

李强在讲话时代表中共上
海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
政府、市政协，向全市人民致以
诚挚问候，向所有为新中国建立
和发展作出贡献的老前辈、老同
志、英雄模范和广大建设者、奋
斗者表示崇高敬意。

李强指出，70年来，中国共
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披
荆斩棘、接续奋斗，创造了波澜
壮阔、惊天动地的伟大奇迹，实
现了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前所
未有的提升，实现了从贫困、温
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人民群
众过上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富足美好的生活。70年来，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了社会
主义革命，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
伟大革命，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
了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伟大祖国从
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欣欣向荣、蒸
蒸日上，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
天这样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中
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朝
气蓬勃、自信自强。

李强指出，70年来，伴随着
共和国成长和前进的脚步，上海
这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上海都与伟
大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书写了
发展建设的辉煌篇章。上海70
年的发展是新中国发展进步的
缩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
生命力的生动写照。我们要从
新中国70年不平凡的历程中，从
这座城市的红色基因和革命传
统中，汲取宝贵的经验，激荡前
行的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奋力建设
与共和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
相匹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

李强指出，70年的历史雄辩
证明，道路决定命运。我们要更
加自觉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增强
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坚持把

“四个放在”作为做好上海一切
工作的基点，更好为全国改革发
展大局服务，更好代表国家参与
国际合作与竞争，充分发挥开路
先锋、示范引领、突破攻坚的作
用。以排头兵的自觉和先行者
的担当，创造性地落实好三项新
的重大任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贡献更
多的特色和亮点。

李强指出，70年的历史雄辩
证明，发展才能自强。我们要更
加自觉地抓好发展第一要务，坚
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
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四
个论英雄”的导向，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化经济体

系。着力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
竞争力，增强全球高端要素资源
配置功能。主动拥抱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高科技创
新策源能力，提高经济密度和产
出效益。

李强指出，70年的历史雄辩
证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
们要更加自觉地践行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
目标。加快创造高品质生活，努
力做到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
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
有宜居、弱有众扶，不断增强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聚焦“老、小、旧、
远”等，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
着一年干。尊重人民的首创精
神，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最广泛
地凝聚民意、汇集民智。不断创
新社会治理，提升城市管理精细
化水平，让工作生活在这座城市
的人们更加幸福。

李强指出，70年的历史雄辩
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办好中国一
切事情的核心力量。我们要更
加自觉地推进党要管党、从严治
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
力。从首创、奋斗、奉献的建党
精神中汲取营养，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全面落实新时代
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提高党的
建设质量，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建设一支充
满激情、富于创造、勇于担当的
干部队伍，发扬斗争精神、增强
斗争本领、坚定斗争意志，永葆
共产党人的初心本色，永葆这座
城市的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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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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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以及各人民团体负责人，部分
中央在沪单位负责人，获颁“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纪念章代表，先进模范代表以及
社会各界代表出席大会。

李强应勇与各界代表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尊崇英烈精神 汲取前行力量

上海市政府举行

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仪式

上海市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浦东新区总体规划

仰望英雄烈士、尊崇英烈精神，汲取前行力量，更好守初心、担使
命，砥砺前行、接续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70年沧桑巨变，70年春华秋实！

上海各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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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浦东新区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研究
部署建设上海智能传感器产业
园，推进智能传感器和物联网芯
片产业发展。

为落实《上海市城市总体规
划（2017-2035年）》，市有关部门
制订了《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2017-2035）》，提出
将浦东新区打造为中国改革开
放的示范区，上海建设“五个中
心”和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核心承
载区，全球科技创新的策源地，
世界级旅游度假目的地。

会议指出，要对标国际最高
标准、最好水平，坚定追求卓越
的发展取向，谋划浦东未来发

展。要进一步强化浦东新区的
综合服务功能，提升城市核心竞
争力，全力服务好国家战略，通
过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建设，
成为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的重要引擎。

工信部《智能传感器产业三
年行动指南（2017-2019年）》要
求，“集中力量打造以上海、江苏
为重点的长三角产业集聚区”，
目前长三角地区已集聚了全国
50%以上的智能传感器企业。为
抓住这一战略发展期，本市将推
动建设上海智能传感器产业园，
规划建设核心区、智能制造与创
新产业集聚区和汽车电子软件
示范应用产业集聚区，进一步提
升产业链协同能力，形成合作竞
争新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