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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将以中
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
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据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介绍，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

作战70周年”纪念章颁发给下述
对象中符合条件的人员：

——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的、健在的志愿军老战士老同
志。

——出国为抗美援朝战争
服务的、健在的医务、铁道、运
输、翻译人员，参加停战谈判等

工作的人员，民兵、民工，新闻记
者、作家、摄影等人员。

——1953 年 7 月停战后至
1958年10月志愿军全部撤离朝
鲜期间，在朝鲜帮助恢复生产建
设的、健在的人员。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后去世
的，在此次发放范围之内。

此次人员统计采取组织统
计和个人申报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以组织统计为主，个人申报
作为补充。组织统计不能覆盖
且符合颁发条件的人员，可于
2020年 7月25日前，填写“中国
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纪念章个人申报表，由

本人或授权代理人向其户籍所
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提交申报材料，申报表下载地址
及各地区受理部门情况详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表彰
奖励专栏（www.mohrss.gov.cn）。
审核确认后，于2020年10月开
始陆续发放。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将颁发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本报讯 市十五届人大二次
会议通过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施行已满一年，垃圾分
类正逐渐成为广大市民的共同
行为准则。连日来，市委书记李
强，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龚正，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蒋卓庆分别前
往企事业单位、居民社区以及可
回收物两网融合中转站、生活垃
圾焚烧厂等，调研检查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推进情况。李强指出，
生活垃圾分类事关城市绿色发
展、事关市民品质生活。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
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践行“人
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重要理念，推动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再加力、再深化、再提升，
在提高分类准确性、投放便利性
和资源化利用水平上下更大功
夫，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健全
分类链条，倡导习惯养成、推动
绿色生活，真正使垃圾分类成为
新时尚。

李强首先来到静安区嘉里
不夜城企业中心检查。这个商
业综合体从源头投放、收集驳运
到分类处理，已建立起环环相扣
的分类管理体系。李强逐一察看
餐厨垃圾控温暂存室、可回收物

两网融合中转站以及餐厨垃圾生
化处理机等运行情况，听取区、街
道和企业中心等协同做好垃圾分
类工作汇报，详细了解干、湿垃圾
处置能力以及两网融合推进情
况。李强说，一年来，全市上下共
同努力，逐步养成垃圾分类好习
惯，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
阶段性成效，要为大家点赞。感
谢所有为推进垃圾分类和处置付
出努力的市民群众和工作人员。
成绩来之不易，坚持更需努力。
要把好经验固化下来，把好做法
推广开来，紧密结合所在区域实
际，进一步强化机关企事业单位
责任，不断提升市民群众参与的
积极性，探索引入社会力量，全力
做好垃圾源头减量化和资源化利
用的大文章。

市领导走进一家餐饮店铺，
询问垃圾分类处置以及顾客配合
情况。店员回应，企业中心有统
一规定要求，并设置了集中收集
点位，店铺产生的不同垃圾，分批
驳运至垃圾箱房，店铺内部醒目
处也张贴了垃圾分类宣传提示。
李强说，生活垃圾分类，关键在源
头。要积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
结合“光盘行动”等文明用餐方
式，进一步形成爱惜粮食、健康饮

食的好习惯好风尚，从源头上杜
绝浪费、减少垃圾。

市领导还来到上海江桥生活
垃圾焚烧厂。这里设计日处理生
活垃圾1500吨，余热发电上网进
行能源再生利用。李强现场察看
生活垃圾入炉前预处理作业流
程，来到中控室听取工厂日常运
行工作汇报和技术专家的意见建
议。李强说，我们既要看到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取得的成效，更要
认真查找问题、审视不足，从而更
好改进工作。作为垃圾处置的最
后一环，要不断提升垃圾处理能
力和技术水平。同时，做好及时
沟通反馈，推动前端问题解决，为
完善全程分类体系、打通全程分
类链条作出更大贡献。

龚正在杨浦区两网融合集
散场察看可回收物体系建设情
况，询问垃圾分类和回收的难点
痛点。负责人说，集散场引入互
联网企业“爱回收”，平均每天处
理超 100 吨可回收物。龚正指
出，垃圾利用得好就是资源。要
运用市场化手段，建立多方得益
的运行机制，实现生活垃圾的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在上海体育学院，龚正听取
学生食堂餐厨垃圾收集处置方

案，了解学生宿舍开展垃圾分类
情况。龚正说，机关、学校等单
位要带头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引
导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市领导还来到中远两湾城
实地察看。这里经过细致工作，
撤桶288个并探索垃圾箱房“房
长制”，实现减量分类。龚正为
居民点赞，鼓励大家及时总结经
验，持续巩固分类成效，让生活
环境越来越好。

蒋卓庆与市人大常委会部
分组成人员来到顺丰速运精武
营业点、北外滩街道云舫社区、
虹口区城市运管中心、宝山区庙
行镇两网融合中转站等处开展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执
法检查。

蒋卓庆指出，要通过执法检
查进一步巩固条例实施一年来取
得的工作成果。要提高垃圾分类
质量，持续推进前端源头减量，推
广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两网融合”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模式。要将生
活垃圾管理纳入城市运行“一网
统管”，通过大数据归集分析，及
时发现问题，提高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的针对性、实效性。要加强
宣传教育，让垃圾分类成为市民
群众常态化的自觉行动。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施行一年，李强龚正蒋卓庆现场调研

“成绩来之不易，坚持更需努力”
生活垃圾分类事关城市绿色发展、事关市民品质生活。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

讲话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再加力、再深
化、再提升，在提高分类准确性、投放便利性和资源化利用水平上下更大功夫，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健全
分类链条，倡导习惯养成、推动绿色生活，真正使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

本报讯 7月2日，长三角地
区三省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座
谈会在上海市召开。会议学习
了2020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
导座谈会精神，交流了服务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及“十四五”规划编制专题
调研的做法和打算，商讨确定
2020年度长三角地区人大协作
重点工作计划，并签署会议纪
要。会前，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与
来沪出席会议的江苏省人大常
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李
小敏，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副主任梁黎明，安徽省人大
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沈素
琍一行进行了座谈。上海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蒋卓庆
主持会议并参加座谈。

李强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

对苏浙皖三省给予上海发展的大
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我
们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统筹
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加快推进新时代人民城市
建设。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
家战略，既是三省一市共同的重
大历史机遇，也是共同的重大历
史责任。要强化分工合作、整体
联动、各扬所长，相互支持、相互
赋能、贡献长板，把各自优势变成
共同优势，做优做强长三角区域
循环，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作出更大贡献。长三
角省级人大协作交流机制由来已
久，近年来更加紧密。希望更好
发挥积极作用，为推进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提供有力的法

治支撑和保障。
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长三角地
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作出重
要指示批示，为长三角地区一体
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前不久召
开的2020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
领导座谈会，全面分析新形势下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要求新
使命，研究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
段时期共同推进的重大事项。
三省一市人大要从全局和战略
的高度，进一步提高站位、凝聚
共识，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
两个关键，为全面落实《长江三
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和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
达成的共识，服务和助力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深入实施
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会议强调，三省一市人大要
以落实本次会议通过的年度协
作重点工作计划为抓手，助力推
动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要主动推进地方立法协
同，共同做好示范区地方立法工
作，就示范区饮用水水源保护法
规开展前期研究，开展大型科学
仪器共享立法协同；继续开展以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主题的代
表联合视察活动；围绕“十四五”
期间长三角地区率先建立现代
化经济体系、开展重大关键技术
协同攻关、探索长三角地区协同
治理新模式等开展联合调研；在
强化疫情联防联控法治保障方
面加强沟通协作，共同推动公共
卫生服务法规制度建设等。

长三角三省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座谈会在沪召开

推动“两张网”建设
不断取得新进展

本报讯 上海市委副书记、代
市长龚正昨天调研“一网通办”

“一网统管”工作时指出，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按照市委的决策部署，把牢
目标、紧扣重点，持之以恒、一抓
到底，努力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推
动“两张网”建设不断取得新进
展，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
特点和规律的治理新路。

上午，龚正一行首先来到城
市网格化管理综合指挥中心，察
看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系统在窨
井盖、玻璃幕墙、渣土车管理等领
域的应用演示。在市大数据股份
有限公司，市领导详细了解城市
运行及应急处置系统的开发情
况，以及城运系统在城市管理、经
济运行等方面的应用，要求紧盯

“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的目
标，做到线上线下联动，部门相互
赋能，做到高效处置一件事，在最
低层级、最早时间，以相对最小成
本，解决最大的问题，取得最佳的
综合效应。

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市
大数据中心全力推进“一网通办”，
目前总门户已有个人实名用户
2922万、法人用户208万。市领导
观看“一网通办”和“数据驾驶舱”
演示，就三级平台五级应用的“一
网统管”架构，与大家共同分析研
究。龚正指出，要进一步强化数据
安全保障，推动管理制度、方法和
手段的创新。要推动条线数据下
沉，最大限度为基层赋能，推出更
多便民场景应用。

服务国家战略
与上海同频共振

本报讯 上海市委副书记、代
市长龚正昨天调研上海交通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紫竹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时指出，高校、高新区
与城市发展休戚相关，希望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指导下，与上海同频共振，推动
国家战略加快落地，推进科技创新
和成果转化，积极集聚培养一流人
才，为上海建设创新之城、人文之
城、生态之城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