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日举行的上海市浦东新区
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
议传递出消息，为实现区域经济
总量突破2万亿元的目标，2020
年浦东将全力实施产业能级、项
目投资、功能优势、土地效益、服
务效能“五大倍增行动”。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
2018年浦东新区生产总值首度
超过1万亿元。支持浦东改革开
放再出发，2019年6月上海市政
府出台相关意见，提出通过7年
左右的努力，推动浦东经济总量
突破2万亿元。

“2019年，浦东新区生产总
值预计增长7%，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稳定在万亿元规模，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稳定增长，有效发挥
了上海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压舱
石、动力源作用。”浦东新区区长
杭迎伟表示。

2020年是上海国际经济、金
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和科
创中心基本框架形成之年，也是
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杭迎伟

说，2020年浦东将全力实施产业
能级、项目投资、功能优势、土地
效益、服务效能“五大倍增行动”，
地区生产总值预期增长7%左右，
力争实现“万亿平台、千亿增量”。

在“五大倍增行动”中，产业
能级的倍增颇受关注。发挥科
技创新策源和高端产业引领的
作用，目前浦东已经形成中国
芯、创新药、蓝天梦、智能造、未
来车和数据港六大硬核产业集
群。在过去的一年里，六大硬核
产业亮点频现，如位于浦东的中
芯国际14纳米生产工艺实现量
产，区域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同比
增长19%。创新药捷报频传，包
括肿瘤免疫药物、阿尔茨海默病
新药等一批源于浦东的国产新
药相继上市。

2020年，浦东将继续加快上
海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张江创
新药产业基地等一批载体的建
设，推动更多硬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据新华社电

5日早上，河北石家庄天气
寒冷阴郁，上午天空飘起雪花，
越下越紧。据中央气象台预
报，河北西南部、河南中北部、
山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
雪，局地有暴雪。未来三天，我
国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华北、
江淮等地将有大范围较强雨雪
天气持续。受强降雪影响，山
西、河南境内多条高速公路已
实施交通管制，京广、郑渝高铁
郑襄段、京港高铁商合段高铁
列车限速运行。

河北省气象台 1 月 5 日 11
时发布的天气预报称，5日下午
到夜间，沧州、衡水等地有雨夹
雪，其他地区有小雪，其中石家
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雪，
局部有大雪。6 日白天，唐山、
秦皇岛阴有零星小雪转多云，邢
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雨夹雪或零

星小雪，其他地区阴转多云。6
日夜间到 7 日，石家庄、沧州及
以南地区阴有小到中雪，局地有
大雪。

气象专家称，此次雨雪天
气过程将不同程度补充土壤水
分，有利于增加麦田墒情，积雪
对麦田也有一定保温、保墒作
用，但连续两日以上的低温寡
照天气对设施蔬菜生长有一定
影响。

记者从河南省气象局获悉，
受西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
影响，4日夜里到7日河南将有
一次明显的雨雪天气过程。降
雨主要集中在4日夜里到5日，
河南大部有中雨（西部、北部山
区雨夹雪转中雪）；6日夜里到7
日，北中部有中到大雪、局部暴
雪，其他地区转中雨夹雪。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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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市委书记李强，市
委副书记、市长应勇昨天会见了
第九届上海市“慈善之星”集体
和个人代表。李强指出，要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指
示精神，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相
互关爱、守望互助的氛围，汇聚
起向上向善的强大正能量，使生
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感受到更
多温暖与美好。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
市政协主席董云虎参加会见。

市领导同大家一一握手，致
以亲切问候，向第九届上海市

“慈善之星”集体和个人代表表
示祝贺，向热心慈善事业的社会
各界人士表示感谢。

李强说，赠人玫瑰，手有余
香，大家用助人为乐的善举，温

暖人心、点亮希望、快乐自己，成
为我们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
上海这座城市是我们的共同家
园，我们不仅要把城市的硬件建
设好，也要把城市的软件建设
好，以良好文明风尚让城市更有
温度，让更多人感受到温暖。慈
善事业的发展在这当中发挥着
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希望大家
初心不改、再接再厉，继续为慈
善事业奉献爱心和力量，带动更
多人、带动各行各业播撒爱心、
伸出援手，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
人们，让爱心暖流在这座城市涌
动不息，使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市领导周慧琳、诸葛宇杰、
高小玫、彭沉雷、李逸平，市慈善
基金会名誉理事长陈铁迪、荣誉
理事长冯国勤、理事长钟燕群等
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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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我们开创性推进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我国对外工作砥砺前行、
波澜壮阔，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新时代
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
作上进行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
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
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坚持党对
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牢牢把握服
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

主线，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
意义。

《论述摘编》共分10个专题：
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
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
领导；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
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
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
动“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以相互

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
展道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
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坚持以
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
体系改革；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
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
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
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书中收
入504段论述，摘自习近平总书
记2012年12月至2019年11月
期间的讲话、谈话、报告、演讲、
文章、贺信等 190 多篇重要文
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
开发表。

据新华社电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出版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李强应勇会见第九届市“慈善之星”

让爱心暖流在上海涌动不息

浦东今年实施“五大倍增行动”

未来三天较强雨雪天气来袭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新修订
的《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
层组织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条例》公开发布之际，中
央组织部负责人就《条例》的修
订和贯彻落实等问题，回答了记
者的提问。

问：《条例》主要修订了哪些

内容？

答：新修订的《条例》保持原
有框架基本不变，章节有所调
整，内容作了充实和完善。主要
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修改：一是
完善机关基层党组织工作的指
导思想、目标原则。将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当好“三个表率”、建
设模范机关等要求写入《条例》，
提出机关基层党组织工作应当
遵循5个方面的原则。二是适当
调整党组织设置和职责。根据
党中央有关要求，修改机关基层
党组织的任期，明确机关基层党
组织书记人选条件以及机关纪
委的领导体制，进一步充实机关
党委和机关纪委的职责。三是
突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提出加强机关党的政治建设的
具体要求。四是在加强党员教
育管理上，要求严格落实党的组
织生活制度，强调党员领导干部
要带头参加双重组织生活，组织
引导机关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五是强化机关基层党组织
的监督职能，要求把党员领导干
部作为监督重点，增加机关基层
党组织监督执纪的内容。六是
在党务工作人员队伍建设方面，
要求把党务工作岗位作为培养
锻炼机关干部的重要平台，保证
党务工作力量，注重调动机关党
务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七是在
领导和保障上，完善机关党建工
作领导体制，厘清机关工委、单
位党组（党委）等的责任分工，规
定党组（党委）讨论决定基层党
组织设置调整、发展党员、处分
党员等重要事项的工作程序，对
开展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述
职评议考核工作、加强党建工作
经费保障等提出了要求。

问：党员教育管理是机关基

层党组织的基础性工作，请问

《条例》在加强机关党员队伍建

设方面作了哪些规定？

答：各级党政机关有750多

万名党员，是我们党执政队伍中
的中坚力量。《条例》坚持抓在经
常、严在日常，对党员教育管理、
关心关爱党员、发挥党员作用、
发展党员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着
力建设高素质的机关党员队伍，
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党的
执政使命服务。一是加强党员
教育，要求坚持集中教育和经常
性教育相结合、组织培训和个人
自学相结合，组织党员和党组织
领导班子成员参加集中培训，提
高党员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二是严格党的组织生活，
要求提高“三会一课”质量，落实
谈心谈话、民主评议党员和主题
党日等制度，特别是强调党员领
导干部应当自觉参加双重组织
生活，推动所在党支部建设成为
先进党支部。三是关心关爱党
员，要求建立健全党内关怀帮扶
长效机制，关心关爱因公殉职、
牺牲党员的家庭和因公伤残党
员，做好离退休干部职工党员、
流动党员的服务工作，为生活困
难党员提供帮助。四是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开展创建
党员先锋岗、争当服务群众标
兵、党员承诺践诺等活动，鼓励
党员到社区为群众服务，激励党
员干部建功立业。五是做好发
展党员工作，强调要把政治标准
放在首位，严格发展程序，严肃
工作纪律，保证发展质量。

问：《条例》在机关党务工作

人员队伍建设方面有哪些具体

措施？

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
好新时代机关党建工作，离不开
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党务干部
队伍。针对一些单位党务工作
人员配得不强、工作力量不足等
问题，《条例》对机关党务工作人
员队伍建设提出明确要求。一
是树立鲜明的工作导向，强调要
把党务工作岗位作为培养锻炼
干部的重要平台，选拔政治强、
业务精、作风好的干部专兼职从
事党务工作。二是进一步充实
工作力量，要求机关工作人员较
少的单位保证有专人负责，机关
党建任务较重、工作力量不足的
单位适当增加人员。三是按照
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
的要求，加强机关基层党组织书

记队伍建设，定期培训机关党务
工作人员，提高他们的素质能
力。四是有计划地安排机关专
职党务工作人员与行政、业务工
作人员双向交流，把兼职的党务
工作人员开展党务工作情况作
为干部年度考核和评优评先的
重要参考，及时发现、表彰和宣
传先进典型，激发机关党务工作
人员队伍的活力。

问：《条例》在落实机关党建

工作责任方面有哪些规定？为

保障责任落实到位作了哪些制

度安排？

答：加强和改进机关党的建
设，必须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
子”。机关党建责任主体包括各
级党委、机关工委、机关纪检监
察工委、单位党组（党委）、派驻
纪检监察组以及机关党委、机关
纪委，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各自职
责，理顺工作关系。特别是党的
十九大党章修正案赋予党组领
导本单位党的建设的职责，机关
党建工作体制机制需要进行相
应调整。围绕“谁来抓”这个关
键问题，《条例》总结机关党建工
作实践经验，在“领导和保障”一
章作了比较大的改动。一是明
确机关党建工作在各级党委领
导下，由同级机关工委统一领
导、单位党组（党委）具体领导和
管理。二是要求机关工委加强
对所属机关党的工作的统一领
导，指导督促党组（党委）履行机
关党建主体责任。三是规定党
组（党委）要领导机关和直属单
位党组织的工作，每年通报抓机
关党建工作情况、接受评议，同
时加强对党组织关系实行属地
管理的下级单位、归口领导或管
理单位党建工作的指导。四是
明确党组（党委）讨论决定基层
党组织设置调整、发展党员、处
分党员等重要事项的工作程
序。为推动和保障党建责任落
实，突出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
政绩，《条例》明确要求将落实机
关党建责任、加强机关党建工作
情况纳入各单位领导班子以及
领导干部考核内容，开展党组织
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
工作。此外，《条例》对机关党建
工作经费来源、使用范围也作出
了具体规定。 据新华社电

新时代机关党的建设的制度保证
中组部负责人就修订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答记者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