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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9日表
示，中国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于
8日签署协议，正式加入“新冠肺
炎疫苗实施计划”。这是中国秉
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履
行自身承诺推动疫苗成为全球
公共产品的一个重要举措。

“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由世界卫生组织和全球疫苗免
疫联盟、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共
同牵头成立，拟于2021年底前向
全球提供20亿剂新冠肺炎疫苗，
供应给“自费经济体”和“受资助
经济体”。包括我国在内的“自
费经济体”需向该计划承诺为本
经济体一定比例人口购买疫苗

并缴纳预付款，而“受资助经济
体”无须缴纳预付款，同时享受
该计划补贴。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
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苏晓晖认为，
中方提出将新冠肺炎疫苗作为
全球公共产品，而“新冠肺炎疫
苗实施计划”致力于统筹全球资

源，加速疫苗研发、生产和公平
分配，二者的努力方向高度契
合。

作为抵御新冠病毒侵袭的
有力盾牌，新冠肺炎疫苗研发难
度大、风险高、资金投入多。全
球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否
有平等机会获取适合、安全和有

效的疫苗，是决定抗疫成败的关
键一环。

目前，中国新冠肺炎疫苗研
发呈现“加速跑”态势——截至9
月底，中国已有11个新冠肺炎
疫苗开展临床试验，其中4个疫
苗已进入Ⅲ期临床试验。

据新华社电

中国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为推动实现疫苗全球公平可及作出中国贡献

本报讯 上海市政府与阿里
巴巴集团、蚂蚁集团昨天在沪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市委书记李
强，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会见
了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兼
首席执行官张勇、蚂蚁集团董事
长井贤栋一行。

李强对阿里巴巴集团、蚂蚁
集团为上海统筹推进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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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实施三项新的重大任
务，全面强化“四大功能”，加快

建设“五个中心”，更好服务新发
展格局。突如其来的疫情给生
产生活方式以及城市运行管理
带来深刻影响和改变。上海将
全力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大力
发展在线新经济，全面打造数字
生活，加快建设智慧城市，构筑
城市未来发展战略新优势。希
望更好发挥双方优势，进一步深
化在技术协同攻关、应用场景创

新、跨境业务拓展、金融科技发
展以及生活服务提质等方面合
作，为上海这座超大城市加快数
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我们
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为企业在沪深耕做好全方位服
务保障。

龚正、张勇出席签约仪式。
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清与蚂蚁集团
首席执行官胡晓明、阿里巴巴集团

公共事务总裁闻佳签署协议。
此次签约后，上海市和阿里

巴巴集团、蚂蚁集团将围绕在线
新经济、数字新基建、金融科技、
跨境业务、数字生活、云上会展等
方面开展合作，加快“三总部三中
心”建设，加大对云计算、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研发，为上
海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助推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升城市能
级和核心竞争力、打造数字生活
城市新标杆提供有力支持。阿里
巴巴集团、蚂蚁集团将进一步发
挥自身优势，继续优化在上海的
产业布局，加大投资力度。

上海市政府与阿里巴巴、蚂蚁集团签约

全力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
上海将全力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在线新经

济，全面打造数字生活，加快建设智慧城市，构筑城市未来发

展战略新优势。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关于
向社会公开征集2021年度

监督议题建议的公告

为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的监督工作紧密围绕全市改
革发展稳定大局，更加关注民
生，回应社会关切，增强监督
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根据
监督法的有关规定，现向社会
公开征集2021年度市人大常
委会听取和审议“一府一委两
院”专项工作报告，开展执法
检查的议题建议。

市民可以通过书面或者
电子邮件的方式，将议题建
议寄（发）至人民大道200号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监督协
调处，邮编：200003；电子邮
箱：jiandu@spcsc.sh.cn。也
可以登录上海人大网（www.
spcsc.sh.cn）、“上海人大”微
信公众号进行网上留言。请
写明议题的名称、开展监督
的必要性和需要解决的主要
问题等内容。公开征集监督
议题建议工作的截止时间为
2020年10月20日。

真诚感谢所有关心、支
持、参与本次社会公开征集
工作的广大市民群众。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2020年10月9日

龚正会见
越南驻华大使
本报讯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

天会见了越南驻华大使范星梅
一行。

龚正说，中越是山水相连、
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今年适逢
两国建交70周年。上海是中越
经贸往来的重要桥梁，与越南友
好交流频繁。当前，上海正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加快建设“五个中心”。我
们愿进一步加强同越南的友好
交往，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
深化合作。欢迎越南企业来沪
投资兴业，参加第三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也欢迎友城胡志明
市派团参加明年在崇明举办的
第十届中国花博会。

范星梅说，面对复杂多变的
国际形势，越中两国秉持团结合
作精神，携手开展疫情防控、推
进经贸合作，双边贸易额实现高
水平增长。上海在越中两国经
贸等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
们愿积极参与进博会和花博会，
也欢迎上海企业到越南投资。

越南驻沪总领事宁成功参
加会见。

本报讯 市委季度工作会议
昨天下午举行。市委书记李强
在会上指出，做好四季度工作，
对于全面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
展任务和“十三五”规划目标、谋
划安排好明年和“十四五”发展
至关重要。全市上下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
重要讲话精神，鼓足干劲、乘势
而上，统筹抓好收官冲刺各项工
作，科学谋划“十四五”发展和明
年工作开局，奋力创造新时代上
海发展新奇迹。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部署
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

李强指出，刚刚过去的国庆
中秋假期，在全市各方面尤其是
广大基层一线同志的全力值守
和辛勤付出下，疫情防控经受住
考验，城市运行安全有序，市场
消费持续回升，全市人民和来沪
游客度过了一个欢乐、祥和、安
全、文明的假期。四季度是“十
三五”收官之年的收官季，全市
上下要只争朝夕推进四季度各
项工作，精心组织、齐心协力完
成好收官冲刺、谋篇开局任务。

李强指出，要把常态化疫情
防控抓得更实，慎终如始、再接
再厉，全面做好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工作。总结固化行之有效
的经验做法，把各环节工作做得
更细更实，把防控的篱笆扎得更
紧。要确保四季度重大活动圆
满成功，办出水平、办出成效。
在抓好进博会疫情防控的基础
上，聚焦交通组织、通关便利、餐
饮住宿、内外宾接待、窗口和志
愿服务等重点工作领域，全力做
好服务保障，全面排查风险隐

患，抓紧抓好实战演练。深化落
实进博会溢出带动效应“50条”，
加快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和重要
载体。以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
为重要契机，形成全市上下聚力
推进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气象。

李强指出，要全力以赴、踩
足油门，跑出决战决胜的加速
度，巩固经济加速回升势头，加
大重点工作推进落实力度，努力
争取全年经济社会发展有最好
结果。把抓投资放在抓发展的突
出位置，坚持基础设施投资、重大
项目投资、新基建投资、重点产业
投资、重点区域投资一起发力。
毫不放松抓好民生和城市治理领
域重点工作，继续加大旧区改造
力度。加快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两张网建
设，一项一项抓好人民城市建设

“1+N”政策制度体系和各项民心
工程的落地落实。充分发挥各区
主战场和主力军作用，结合各自
实际，千方百计拉长板、补短板、
强弱项。持续深入开展常态化走
访企业工作，全力帮助企业解决
发展中的难题。

李强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
为根本遵循，深入思考研究事关
全局和长远的重大命题，更加精
心谋划“十四五”发展，更加主动
迎接“十四五”开局。要按照党
中央要求，逐一对标对表，把上

海发展的方位和定位、目标和任
务、方法和路径、战略和策略等重
要命题想清楚、弄明白，把握大
势、科学谋划，确保规划全面准确
体现党中央对形势的新判断、对
大局的新谋划、对工作的新要求。

李强指出，谋划“十四五”发
展，既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又要体现突破性和开创性，更好
顺应新时代新形势新发展。各
区、各部门要在全市大局中找准
自身定位，把事关本区、本领域
发展的重大命题想深想透。要
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更好彰显
中心节点的地位、战略链接的作
用。要按照独立城市定位规划
建设五个新城，更好优化城市空
间格局。要强化交通布局开路
先行，把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
片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虹桥商务区以及五个
新城等重点区域串联起来，逐步
构建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上
海都市圈建设相匹配的城际和
市域交通体系。要破解人才资
源等瓶颈，让各类人才近悦远
来，更好支撑上海未来发展。

李强指出，要在把握上海经
济特征中不断增创发展优势。
上海经济是典型的创新型经济、
服务型经济、开放型经济、总部
型经济、流量型经济。这是上海
经济的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是
强化“四大功能”的支撑点，也是

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
重要着力点。要巩固和放大既
有优势，不断创造新的优势，发
展更能体现策源功能的创新型
经济，发展充分应用新技术的数
字新服务，发展链接国际国内的
外资外企，发展多功能、高能级
的总部，发展传统线下流量和新
型线上流量并重的流量经济，使
上海经济竞争优势更加彰显。

李强指出，编制规划要有长
远着眼的视野和格局，实施规划
要有短期着手的速度和效率。
对“十四五”时期已经想清楚、认
准了、明确要干的事情，要列出工
作清单、创造工作条件，滚动推进
落实；有些大方向已经明确的长
期工作要抓紧启动起来，在推进
中明晰、在实践中深化。各区、各
部门要坚持为基层服务、为发展
出力，多踩油门、少踩刹车，多设
路标、少设路障，创新方式方法，
精细精准服务，形成强大合力，全
力实现“十三五”收官和“十四五”
开局的迅速对接、无缝衔接。

龚正就做好四季度重点工
作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要求，
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下大力
气推进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全
力以赴稳定经济增长，狠抓稳企
业、保就业，扩内需、稳外需，补短
板、锻长板。加快推进改革开放
创新，全力推动浦东改革开放再
出发，全力推进三项新的重大任
务，全力办好第三届进博会。扎
实有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用
力做好“老、小、旧、远”等重点工
作。精心编制好“十四五”规划，
精心谋划好明年经济社会发展。
要切实保障城市安全、社会稳定。

中共上海市委举行季度会议

齐心协力完成好收官冲刺谋篇开局任务
四季度是“十三五”收官之年的收官季，全市上下要

只争朝夕推进四季度各项工作，精心组织、齐心协力完
成好收官冲刺、谋篇开局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