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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上海考察时指出，第二批主题教育重点在基层，在群众家
门口开展，更要求真务实，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让群众感受到新变化新成效。
当下，上海各区和高校正在学深悟透的基础上，聚焦中央有要求、市委有计划、基层
有呼声、群众有需盼的问题，转作风、勇担当，在整改上拿出实招、取得实效。

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主题教育的指示要求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上海第二批主题教育——

在“实”字上下更大功夫，紧盯问题整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0年
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全文如
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经国务院批准，现将 2020
年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
端午节、国庆节和中秋节放假调
休日期的具体安排通知如下。

一、元旦：2020年1月1日
放假，共1天。

二、春节：1月24日至30日
放假调休，共7天。1月19日（星
期日）、2月1日（星期六）上班。

三、清明节：4月4日至6日

放假调休，共3天。
四、劳动节：5月1日至5日

放假调休，共 5 天。4 月 26 日
（星期日）、5月9日（星期六）上
班。

五、端午节：6月25日至27
日放假调休，共3天。6月28日
（星期日）上班。

六、国庆节、中秋节：10月1
日至8日放假调休，共8天。9
月 27 日（星期日）、10 月 10 日
（星期六）上班。

国务院办公厅
2019年11月21日

据新华社电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
应勇昨天主持召开座谈会，分析
研判 2020 年经济领域工作思
路。应勇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在市委
的领导下，全力以赴完成今年各
项目标任务，抓紧谋划好明年经
济社会发展，以稳增长的硬任务
实现促发展的硬道理，以自身发
展的稳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
的不确定性，保持战略定力，做
到迎难而上，努力实现经济持续
健康平稳发展。

在三个半小时的座谈中，市
发改委、市经信委、市商务委、市
科委、市财政局、市金融监管局、
市国资委、市统计局、市税务局、
自贸区管委会、临港新片区管委
会等分别结合今年经济运行基
本情况，对明年经济社会发展形
势进行前瞻研判。应勇不时插
话，同大家深入讨论分析，研究
下一步的工作部署。

应勇指出，今年以来，全市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符合预期，
保持了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发
展态势。各区、各部门要集中精
力，加大“六稳”工作力度，确保
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
标任务。

应勇指出，要抓紧谋划明年
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工作，科学
测算主要预期目标，让经济增长
保持在合理区间。要以深入推
进“三大任务一大平台”的落地
落实为抓手，全面推动各项国家
战略的实施。要进一步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提高全球资源的
配置能力，营造更好的营商环
境，进一步吸引外商投资，集聚
更多资源要素。要持续增强发
展动力，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进一步发挥投资和
消费的拉动作用。要多措并举，
积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旧区改
造和重大民生工程，财政支出要
继续优先用于支撑经济高质量
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各级政
府要过“紧日子”，坚持厉行节
约，严格执行财经管理制度。

本报讯 上海市人民政府与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昨天在
沪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上海
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中国建
筑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
长周乃翔出席。市委常委、副市
长吴清与中建集团党组副书记、
董事郑学选代表双方签约。副
市长汤志平出席。

在座谈交流时，应勇代表市
委、市政府对中建集团长期以来
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
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当
前上海正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加快
建设“五个中心”，全力以赴深入
推进三项新的重大任务落实，持
续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希望以此次
签约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合作。
欢迎中建集团主动对接上海自贸
区临港新片区、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等重点区域建
设，积极参与上海城市更新和旧
区改造，我们将营造更好的营商
环境和市场环境，促进各类企业
在沪实现更好发展。

2020年部分节假日安排公布

应勇主持召开座谈会谋划明年经济社会发展

以稳增长的硬任务
实现促发展的硬道理

市政府与中建集团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上海

时指出，主题教育要以提升政治
功能和组织力为重点，在强基
础、补短板上下功夫，把基层党
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
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
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
强战斗堡垒。上海各级党组织
正不断朝总书记指明的方向努
力前行。

15分钟能走多“远”？在徐
汇区，从家里出门15分钟的步行
距离内，可以将养老、儿童照护、
休闲娱乐以及政务等服务功能

“一网打尽”。去“邻里汇”逛
逛，正成为徐汇居民一种新的
生活方式。第二批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徐汇区着力发挥区级
“邻里汇”功能，通过与干部群
众面对面、心贴心交流的形式，
建立层层抓主题教育的责任体
系，构建了一种“磨不推自转”的
工作机制。

在上海各高校，基层党组织
如何在主题教育中发挥好作用，
成为一个重点课题。上海师范
大学要求每个教师党支部都牵
头建好一门精品思政课。各支
部为此深挖思政元素，精心建
设 78门精品课，形成了“守好一
段渠、种好责任田”的良好局
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将参
与迎进博、办进博和世界顶尖科
学家论坛等重大活动作为主题

教育重要载体，抓牢抓好“第二
课堂”建设。

上海开放大学则对标“干
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
题”的目标，探索高等院校开展
基层社区教育的运作模式，与上
海电机学院联手筹建了“临港开
放市民大学”，充分发挥两所学
校各自优势，共同打造兼具青少
年校外学习、在职人员培训、白
领课堂、老年教育、海外文化体
验等多功能课堂，既是宣传党的
主张、领导基层治理、推动改革
发展的战斗堡垒，也成为临港新
片区市民公益性、开放性、融通
性的学习平台。

潘高峰

养老，已成为上海超大城市
发展中必须攻克的民生难题。

长宁区老龄化程度高于全
市，做实社区“嵌入式”养老，是
解决问题的一招。在主题教育
中，长宁区各级党组织想方设法
推动医养结合，在助餐、日托等
方面加大配套设施建设力度，今
年底10个街镇的综合为老服务
中心将全部建成。

养老难题，各区都在探索破
解。

最近，家住静安寺街道嘉园
居民区的刘阿婆和董爷爷面临
无人照料的尴尬：住家保姆要请
几天假回老家，子女都在国外的
他们，生活一下子没了依靠。幸
好家门口新设了“乐龄坊”，让他
们找到了希望。

原来，静安寺街道在主题教
育调研中发现，在已有的日托和
上门服务之外，仍有不少老人有
短期住养服务的需求。街道对

这一民生难题即知即改，一家
“喘息式”养老机构“乐龄坊”随
之诞生。老人能在“乐龄坊”中
选择1天至3个月不等的住养服
务，刘阿婆和董爷爷成了第一批
入住者。

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
已成为上海主题教育的鲜明特
色。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
战略，金山区把落实战略、寻找
问题和发展堵点作为主题教育

“试金石”。针对长期困扰金山、
嘉兴两地居民的交通问题，金山
区委倒排时间节点，加快推进省
际断头路建设，目前已经打通17
条断头路，尚未打通的13条正在
全力建设中。在此基础上，金山
区还大力推进毗邻公交对接，计
划新开辟10条新线路，进一步方
便两地居民。

随着生活垃圾分类的深入
推进，市民群众对垃圾的关注
度高涨，尤其对住宅小区建筑

垃圾、大件垃圾清运管理的投
诉日益增多。主题教育期间，
普陀区委领导多次深入小区
调研，着力破解问题，更聚焦
长效管理，出台《普陀区住宅
小区建筑垃圾、大件垃圾清运
管理办法》，健全考核和问责
机制。

“我的初心，就是与时俱进
办好特殊中等职业教育。”主题
教育中，上海市聋哑青年技术学
校校长杨七平如是说。这个主
动为自己制造难题，招收自闭
症、脑性麻痹后遗症和智力障碍
学生的学校校长，如今开始面临
一个实际问题：“辅读生”们将相
继走向社会，如何自立？杨七平
带领教师们详细考虑每位学生
的障碍程度、所学技能、就业意
向、家庭情况，为他们就近寻找
合适的实习岗位，并跟随提供

“个别化”辅导，尽力扶持他们顺
利融入社会。

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 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根本标尺

家门口的主题教育开展得
好不好？关键看是否给市民群
众的生活带来了新变化、新成
效。

“过去有段时间心里总有点
空落落，现在我成了‘生活驿站’
沪剧演出队的领头人，日子过得
有滋有味。”家住奉贤区金汇镇
光辉村的施爱芳，几年前搬进楼
房后时常感觉孤单，最近盼到了
身边新建的“生活驿站”。村民
们都说，这是主题教育带来的实
惠。

施爱芳说的“生活驿站”，由
旧厂房改建而成。原本周边环
境脏乱差、河道污染严重，如今
整治一新。驿站每天接待来自
周边的村民、居民两三百人，声

名甚至远播到闵行和浦东。每
天影音室等十几个活动室挤满
了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手工
课、中医诊疗等活动甚至要提前
预约，许多人在这里找到了新的
人生舞台。

在奉贤区，随着主题教育
的开展，不少居委会和居民小
区里，都建起了“生活驿站”。
站内不但有社区党建服务、综
合为老服务、外来人口服务等，
还设有阅览室、书画室、茶室、
亲子活动室等，既是社区生活
圈的核心，也是基层治理的创
新载体。

正在建设世界级生态岛的
崇明区，最近将“生态文明”纳
入交通建设发展，大力倡导绿

色低碳出行，力争在今年底基
本实现公交、出租行业新能源
车辆全覆盖。让崇明近 500 位
出租司机点赞的是，在主题教
育推动下，区里主动跨前，通过
走访协调，主动优化充电桩布
点，为他们解决了最关心的充
电问题，还通过与 EVCARD 公司
协商，在全市率先试点了共享
充电桩服务。

“保护环境我们拥护，更何
况现在和以前烧油相比，成本
真的低了不少，大家收入都增
加了！”在崇明亚通出租公司开
了10年出租的司机黄雷告诉记
者，现在崇明出租司机月收入
普遍提升，月入过万的不在少
数。

“现在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让群众感受到新变化新成效

“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把基层党组织建成战斗堡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