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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委书
记李强来到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大飞机产
业园，调研中国商飞公司总装制
造中心浦东基地，了解产业园规
划建设、大飞机研制生产进展，
并见证3架ARJ21飞机同时交付
成都航空、天骄航空、江西航
空。李强说，大飞机体现了高端
制造的能级水平，代表着航空产
业的核心竞争力。我们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加快打造自主可控、安
全可靠的航空产业集群，全力营
造要素齐备、活力创新的产业生
态系统，为履行国家使命、服务
国家战略作出更大贡献。

位于浦东国际机场南侧区
域的大飞机产业园，依托国家大
飞机战略、上海航空产业基础、
临港新片区及特殊综保区政策，
正以飞机总装制造为牵引，集聚
国内外航空优质资源，着力打造
世界一流航空产业园。李强听
取园区总体规划和建设进展介
绍，深入了解产业定位、企业引

进以及上下游产业链打造等情
况。李强说，要结合上海国际航
运中心、科创中心建设，更好发
挥产业技术、要素资源优势，全
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航空
产业集群。充分依托中国商飞
等航空领域头部企业，加快推动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集聚，
建立健全特色鲜明的现代航空
产业体系。

在中国商飞公司总装制造
中心浦东基地，市领导听取中国
商飞公司董事长贺东风、总经理
赵越让有关工作介绍，关切询问
公司发展建设、相关机型研制进
展，并先后察看了航空制造技术
研究所、5G+工业互联网创新实
验室以及数控车间、ARJ21飞机
部装车间和总装车间，实地了解
生产线智能制造、柔性生产等情
况。李强十分关心ARJ21飞机批
产和C919大型客机试验试飞进
展，与公司负责同志深入交流。

目前，C919试飞取证稳步推
进，ARJ21批产提质提速。企业
研制生产虽然也一定程度受到

疫情影响，但在全体员工的共同
努力下，已经把损失的时间抢了
回来，相关机型的生产交付正在
按原定时间节点推进。李强说，
中国商飞承担着重要使命，希望
始终围绕国家所需，强化担当作
为，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
速推进大飞机产业布局，加快研
究制造代表国家未来竞争力的

“拳头产品”，充分运用新一代信
息技术提高制造能力和水平，为
大飞机事业发展不断作出新贡
献。上海将营造更好环境、提供
更优服务，助力中国商飞在沪取
得更大突破、实现更好发展。

随后，市领导出席ARJ21飞
机交付活动。作为我国自行研
制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
涡扇支线飞机，ARJ21飞机已累
计交付客户 28 架，共有成都航
空、天骄航空以及江西航空三家
商 业 用 户 运 营 。 截 至 目 前 ，
ARJ21飞机在我国华北、东北、西
南等地区先后累计开通55条航
线，通航5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
客86万人次。

本报讯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昨天下午与瑞典沃尔沃集团全
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龙世德举
行视频连线。

李强介绍了上海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祝贺
沃尔沃建筑设备公司亚洲区总部
落户上海。他说，尽管全球疫情仍
然存在不确定性，但是中国经济长
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中国市场
的巨大潜力没有改变，我们对未来
发展的信心没有改变。上海作为

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改革
开放前沿，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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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中
外优秀企业来沪发展，围绕“五个
中心”建设开展全方位合作。我们
将进一步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
利化的营商环境，为包括沃尔沃集
团在内的各类企业提供优质服
务。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将于今年11月如期在沪举办，欢

迎沃尔沃集团积极参与，更好实现
开放合作共赢。

龙世德对上海疫情防控和城
市发展取得的成效表示钦佩，感
谢上海对企业复工复产和建筑设
备公司亚洲区总部落户给予的支
持。他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在沪
投资力度，提升地区总部能级水
平，不断拓展业务布局，加强建筑
设备、高端制造、科技创新、采购
运营等各领域合作，更好融入并
助力上海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讯 全市稳就业和投资
促进工作推进会议昨天召开。
上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龚正指
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全国“两会”精神，
按照市委要求，全面强化就业优
先政策，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为
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双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龚正指出，稳就业、促投资是

抓好“六稳”“六保”的重中之重。
要突出重点、精准发力，千方百计
稳定和扩大就业。要稳企业，保市
场主体和保居民就业并举，加大援
企稳岗力度。要扩增量，发挥好经
济增长拉动就业的作用，不断创造
新岗位，扩大就业容量。要促匹
配，加强就业指导、岗位推荐、职业
技能培训等公共就业服务，提高人
岗对接的精准性。要守底线，做好

就业托底帮扶和劳动者权益保护，
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龚正指出，要咬紧目标、多
措并举，全力以赴扩大有效投
资。要围绕“两新一重”，加强重
点项目建设；围绕资源要素保
障，加强政策供给；围绕增强发
展后劲，加强招商引资工作。要
增强合力、狠抓落实，加快推动
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李强调研中国商飞浦东基地

加快研究制造“拳头产品”
加快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航空产业集群，全力营造要素齐备、活

力创新的产业生态系统，为履行国家使命、服务国家战略作出更大贡献。

李强与沃尔沃全球总裁云会面

上海召开稳就业和投资促进工作推进会

稳企业 扩增量 促匹配 守底线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稳定全球产业链何
为良策？经济全球化未来走向
何方？在第三届进博会企业商
业展各项筹备工作扎实开展的
同时，昨天，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高端对话专题活动在国家会议
中心（上海）举行，现场来自政商
学研界的嘉宾，紧扣“开放合作，
共克时艰——新冠肺炎疫情下
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经济
全球化的未来”主题，共商疫情
防控常态化下政府、产业、企业
的应对之策，为稳定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和加快推动世界经济恢
复增长贡献“虹桥智慧”。

商务部副部长、进博会组委
会办公室主任、进口博览局局长
王炳南在致辞中对各方一直以来
给予进博会和虹桥论坛筹办工作
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在
各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今天，
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紧密联系。
面对疫情对“两链”的冲击，探讨
如何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
全和稳定，企业和政府如何应对，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对话讨论环节，各界嘉宾

聚焦“疫情对企业全球产业链布
局、全球化经营影响的评估与展
望”“企业层面的应对战略与具
体措施”“政府在稳定全球供应
链中的作用及经验分享”“未来
经济全球化可能的现实路径及
可能的国际经贸规则构建方向”
等议题展开智慧“碰撞”。

嘉宾们普遍认为，在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常态化新形势下，全
球经贸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全球
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不稳定性明
显提升，需要各国共同努力，以
更大的开放和更好的合作，稳定
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加快推动
世界经济恢复增长。

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是进博
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届虹
桥论坛将紧密围绕“越办越好”
总要求，继续坚持高层次国际
论坛定位，进一步巩固扩大论
坛品牌效应，打造世界级高水
平论坛和国际公共产品。为促
进可持续发展，虹桥论坛从第
二届起设立会员制。目前已有
41家国内外知名企业成为虹桥
论坛会员，涉及金融、制造、电
子科技、医药、农产品、物流等
多个行业领域。

青年报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为了进一步提高
“四史教育”的有效性、针对性，
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发掘汇总
了静安区红色历史资源和红色
旅游资源，以红色初心为引导，
以“四史教育”为内容，以品游静
安为载体，串联起静安区红色文
脉，推出五条红色现场教学线
路，让活动的参与者通过寻访红
色足迹、参观红色景点、聆听红
色历史，更生动、更深刻地了解
上海这座城市所承载的的红色
底蕴，了解静安这片土地所镌刻
的红色基因。

五条红色现场教学线路与
“四史教育”紧密结合。通过各家

红色文博场所，不同时期的历史
建筑、旧址和遗址，以及相关的
红色历史记忆和历史故事，体现
城市进程中独具上海特征、静安
特色的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把握

“四史”学习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
落脚点，讲活历史故事，用活红色
资源。让参与者运用脚步丈量静
安的土地，透过历史回看走过的
路，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
新中国来之不易、改革开放来之
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
易，从而进一步推动全区党员干
部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进一步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让初心薪火相
传，把使命永担在肩。

稳定全球产业链何为良策？
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举办高端对话

A线 上海是全国的“红色之

源”，1921年，中国共产党从这里

诞生。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了

第一部党章，第一次提出了党的

民主革命纲领。

B线 行走苏州河，感受光影

变幻，溯流而上，让记忆流淌。

C线 陕西北路，是上海保存

最为完好的百年老街，最早可以

追溯到 1905 年的西摩路。可谓

“一条西摩路，半部中国近代

史”，这条路见证百年风云，依然

代表着最精致的上海文化和生

活方式。

D线 在上海6340平方公里

内数千条马路中，愚园路是一条

从未易名、充满上海滩传奇之

路，也是一条见证城市变迁的阅

读之路，行走百年老路愚园路，

了解它背后的传奇。

E线 一扇扇毫不起眼的石库

门，点燃了燎原神州的红色星火；

自然与艺术完美融合的公共文化

空间，续写社会主义建设新篇章。

启动“四史教育”现场教学
静安区推出五条红色线路

本报讯 昨天下午，国务院
安委会2019年度省级政府安全
生产和消防工作现场考核巡查
上海汇报会召开。国务院安委
会第十三考核巡查组组长、应急
管理部副部长孙华山出席并讲
话。上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市安委会主任龚正作表态发言，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寅汇报
本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情况。

龚正表示，要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的决策部署，在市委的领导
下，持之以恒推动安全发展。去
年，上海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形

势总体平稳、基本受控，但仍存在
薄弱环节、问题隐患。各区、各部
门、各单位要充分认识这次考核
巡查的重要性，全力支持配合考
核巡查组工作。要对照要求，不
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推动城市
安全治理水平迈上新台阶。

国务院安委会来沪考核巡查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

推动城市安全治理水平迈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