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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

本报讯 市委常委会昨日下
午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研究推进新时代上海军民融
合深度发展、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等事项。市委书记李强主
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立足更高站
位，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行动统
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强
化使命担当，全力打造服务“一
带一路”建设桥头堡。强化国家
战略联动，把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与上海深入实施三项新的重
大任务结合起来，与办好第二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更好发挥
溢出带动效应结合起来，与建设

“五个中心”、打响“四大品牌”结
合起来，着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
要抢抓战略机遇，全面推动上海
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对表
对标、积极主动对接，在扩大外
资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国际合作、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
境等方面拿出切实可行的举
措。要以绘制“工笔画”的精神，
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
经贸、金融、产业、人文交流等领
域的合作。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结
合上海实际，查找薄弱环节，切
实把配合中央督导各项工作做
实做细，推进全市扫黑除恶工作
不断向纵深发展。要层层压实
责任，以务实举措确保工作取得

实效。
会议指出，军民融合发展是

国家战略，要按照中央要求，立
足上海实际，发挥自身优势，积
极主动作为，强化改革创新，充
分调动军地各方积极性，吸引更
多企业参与军民融合发展，推进
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会议指出，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是中央的明确要求，也是
上海改革发展的内在需要，要牢
固树立成本效益的意识，切实提
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
益。要明确责任、形成合力，确
保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各项要求
落到实处。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化市
纪委监委派驻机构改革的实施
意见》及相关文件，听取第十二
届中国艺术节筹备工作汇报。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报讯 市对口支援与合作
交流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昨
日上午举行。市委书记、市对口
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李强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解决“两不
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坚持问题导向，
强化精准施策，聚焦难点突破，
形成合力攻坚，以钉钉子精神抓
好中央决策部署的落地落实，全
力以赴助力对口地区打赢脱贫
攻坚战。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对口
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
第一副组长应勇出席会议并讲
话。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
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于绍良、诸葛
宇杰、彭沉雷出席。

李强指出，打赢脱贫攻坚
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

任务和标志性指标，是必须完成
的重大任务。必须强化政治责
任，坚决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拿
出不一般的拼劲，付出更多的努
力，针对对口地区脱贫攻坚重点
难点问题议对策、出实招，实打
实地见成效。

李强指出，要强化精准施策，
确保帮扶实效。对照“两不愁三
保障”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发
挥好上海教育、医疗资源优势，强
化组团式服务，加大培训力度。
要因地制宜，推动产业、劳务等扶
贫协作，真正扶到点上、扶到根
上。要发挥上海大市场、大流通
优势，加强产销对接，引导更多的
对口地区农特产品通过上海平台
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李强强调，要强化组织领
导，压实各级责任，形成工作合
力。各区要把对口帮扶工作放
在重要议事日程，各部门要主动
对接、抓好落实，各级党政主要

负责同志要亲力亲为抓推进，合
作交流办要加强统筹协调。要
更广泛地动员各方力量，更加精
准、更有针对性地参与到对口帮
扶中来，传递上海温度，营造更
好氛围。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贯穿始终，强化作风建设。今
年是援外干部轮换年，要按照中
组部要求，根据当地需要，选齐
配强援派干部、做好交接工作，
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应勇指出，要以更大力度、
更强针对性、更可持续措施全力
做好扶贫协作工作。要发挥各
自优势，做大消费帮扶，做强产
业帮扶，做深文化旅游帮扶，做
优教育卫生帮扶，为对口地区如
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更
大贡献。

会议听取了东西部扶贫协
作和对口支援工作报告，市援藏
干部联络组、嘉定区、市教卫工
作党委作交流发言。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市总工会昨天宣
布，通过单位推荐，民主评选，
2019 年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状
（章）、工人先锋号揭晓，共评选
出 201个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状、
319个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335

个上海市工人先锋号。另产生3
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状、31名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32个全国工人先
锋号。

4月4日至11日期间，在市
总工会网站、官方微信“申工社”
和劳动报进行公示，同时还向市
总机关相关部门征求意见。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
应勇前日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
会议，研究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
任制，全面提升本市粮食安全保
障水平；部署进一步加强城市公
共消防安全，建立重大风险长效
防范化解机制。

上海粮食工作坚持“五优
联动”，种好粮、收好粮、储好
粮、供好粮协调推进，统筹抓好
粮食收购和产后服务，推进完
善粮食储备管理，切实保障优
质粮食供给，粮食安全保障能
力进一步提高。

本报讯 昆曲艺术家张军、
新闻主播叶蓉、和平饭店爵士乐
队、黄浦区劳模代表、春天少年
合唱团的少年们……出人意料
地闪现在人流如梭的外滩，用不
同的方式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这场由中共上海黄浦区委、
黄浦区政府主办的《我和我的祖
国》快闪活动，拍成MV后将于今晚
在东方卫视等媒体播出。黄浦区

快闪、航拍片的开播，拉开了上海
各区《我和我的祖国》快闪、《航拍
上海》形象片展播活动的序幕。为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上海解放70周年，各区正分别
策划制作反映本区特色和崭新发
展面貌的快闪MV、航拍形象片，以
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以创新的表
达方式，用歌声汇聚对祖国的热
爱，用镜头表达对城市的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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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勇：切实保障优质粮食供给

全国、上海市工人先锋号、
五一劳动奖状(章)揭晓

上海各区快闪MV、
航拍形象片陆续亮相

本报讯 上海市市长应勇昨
日会见了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
国人居署执行主任麦慕娜·莫哈
德·谢里夫一行。

应勇说，上海是一座拥有
2400多万常住人口的超大型城
市，正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深化社会治理创新，改善人
居生态环境，提升城市精细化
管理水平，努力走出一条历史

风貌保护、城市更新、旧区改造
有机融合的新路。很高兴看到
在联合国人居署的指导和支持
下，中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
《上海宣言》倡议设立的“世界
城市日”成为全球城市共同的
节日。上海愿在住建部指导
下，继续深化与联合国人居署
的合作，在全球持续推广“世界
城市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在北
京延庆出席2019年中国北京世
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题
为《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
园》的重要讲话，强调顺应自然、
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昭示着未
来。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
一家园。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共
同建设美丽地球家园，共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4月底的北京，万物复苏，芳
菲满目。雄伟的长城脚下，美丽的
妫水河畔，作为开幕式主会场的妫
汭剧场，宛若一只展翅的彩蝶。

晚8时许，习近平和夫人彭
丽媛同刚刚参加完第二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捷克
总统泽曼、吉布提总统盖莱、吉尔
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尼泊
尔总统班达里、塔吉克斯坦总统
拉赫蒙、柬埔寨首相洪森、缅甸国

务资政昂山素季、巴基斯坦总理
伊姆兰·汗、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日本首相特别代表二阶俊博等外
方领导人夫妇共同步入会场。

现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伴随雄
壮的乐曲声，国际展览局局旗、国
际园艺生产者协会会旗、北京世
园会会旗依次升起。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
表重要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
国人民，热烈欢迎远道而来的各
位嘉宾。习近平指出，锦绣中华
大地，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
展的家园，孕育了中华民族5000
多年的灿烂文明，造就了中华民
族天人合一的崇高追求。现在，
生态文明建设已经纳入中国国家
发展总体布局，建设美丽中国已
经成为中国人民心向往之的奋斗
目标。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

快车道，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将不断展现在世人面前。

习近平强调，纵观人类文明
发展史，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
则文明衰。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顺应自
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昭示着
未来。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
唯一家园。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
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
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
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第一，我们应该追求人与自
然和谐。无序开发、粗暴掠夺，人
类定会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合
理利用、友好保护，人类必将获得
大自然的慷慨回报。我们要维持
地球生态整体平衡，让子孙后代既
能享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又能遥望
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

第二，我们应该追求绿色发

展繁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
力。良好生态本身能够源源不断
创造综合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

第三，我们应该追求热爱自
然情怀。我们要倡导简约适度、
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形成文明
健康的生活风尚；倡导环保意识、
生态意识，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
的环境治理体系；倡导尊重自然、
爱护自然的绿色价值观念，形成
深刻的人文情怀。

第四，我们应该追求科学治
理精神。生态治理必须遵循规
律，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统筹兼
顾，打造多元共生的生态系统。
生态治理，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我们既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更
要有持之以恒的坚守。

第五，我们应该追求携手合

作应对。面对生态挑战，人类是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
体。唯有携手合作，我们才能有
效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生物
保护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实现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让
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全球生
态文明之路行稳致远。

习近平强调，昨天，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
功闭幕。共建“一带一路”就是要
建设一条开放发展之路，同时也
必须是一条绿色发展之路。中国
愿同各国一道，共同建设美丽地
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建设生态文明，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让我们从自己、从现在
做起，把接力棒一棒一棒传下去。

习近平宣布，2019年中国北
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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