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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

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 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

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国内邮发代号 #%#(((国外发行代号 )$'#(((文汇网#***+*,-+./(((微信公众号# 文汇报 $!"#$%&'()*+),-. 微博# / 文汇报 客户端# 文汇

!!"#$年 %月 日 星期四

农历戊戌年五月小廿二 五月廿四 小暑

今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温度#最低01! 最高23! 东南风245级
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温度#最低65! 最高67! 偏南风245级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第!&$!"号
今日'!版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
期待本月在南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再次同普京见面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侯

丽军" 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日在人民大

会堂会见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

维延科#

习近平请马特维延科转达对普京

总统的诚挚问候# 他说$ 上个月 $ 普

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

席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 我们就一

系列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达成重

要共识# 我向普京总统颁授了中国首

枚 %友谊勋章&$ 这也凸显了中俄关系

的重要性和独特性# 我期待着本月在

南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再次同

他见面#

# 下转第三版

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全党努力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王沪宁赵乐际出席

习近平"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
实践中切实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新华社北京"月#日电 全国组织工作会

议2日至5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

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关键

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开创新局面#伟

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其中

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

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 我们党必须勇于进

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习近平强调$组织路线对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建设' 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全面贯

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以组织体

系建设为重点$ 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

素质干部$ 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

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为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新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 要在推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的实践中切实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

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

赵乐际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之后$

党中央作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 以坚

定决心'顽强意志加以推进$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坚持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

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把党的政治建

设摆在首位$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

发力$坚持贯彻新时期好干部标准$坚持强基

固本$坚持正风肃纪'严惩腐败$党内政治生

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

著增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 下转第三版

早日建成令人向往的生态之城
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应勇作工作部署 殷一璀董云虎尹弘等出席

李强"凝聚全社会共抓生态环境保护的强大合力$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讯 市委'市政府昨天下午召开全市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市委书记李强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全国生态

环境保护大会精神$ 切实增强做好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凝聚全社会共

抓生态环境保护的强大合力$ 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让上海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

清$早日建成令人向往的生态之城#

市委副书记' 市长应勇在会上作工作部

署#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市政协主席董

云虎$市委副书记尹弘$市委常委廖国勋'翁

祖亮'诸葛宇杰出席$副市长时光辉主持#

李强指出$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全面

系统总结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明确提出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原则$ 对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重大部署# 我们要深入

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要紧密结合上海

实际$ 深刻认识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

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

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

境需要的攻坚期$ 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

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强化问题导向'

需求导向'效果导向$增强紧迫性'提高自觉

性'体现标杆性$把绿色生态作为卓越全球城

市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一项关键要素$ 对标国

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积极探索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新路#

李强强调$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一项

重大政治任务'民生任务$要采取更有效的政

策举措$全面落实好中央的决策部署#一要咬

住目标$稳扎稳打# $ 下转第二版

让好家风成为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
李强应勇殷一璀董云虎尹弘等在上海市档案馆外滩馆参观%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档案展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委书记李强$市委

副书记' 市长应勇$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

璀$市政协主席董云虎$市委副书记尹弘等市

领导在上海市档案馆外滩馆参观了 %中国共

产党人的家风&档案展#

由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和上海市档案

局!馆"联合主办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档

案展$ 旨在更好地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 展览以不同历史时期26位优秀共产党人

特别是老一辈革命家感人的家风故事为主

线$通过653余件档案资料$既真实反映共产

党人的家风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更突

出体现共产党人在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廉洁

自律等方面的先进性$ 诠释中国共产党人的

革命信仰与道德风貌#

李强'应勇'殷一璀'董云虎'尹弘等市领导

逐一参观了 %老一辈革命家的家风&%革命先烈

的家风&%新中国成立以来优秀共产党员的家

风&三个展览部分$在一封封珍贵家书'一条条

处世家训'一幅幅历史照片前驻足端详$不时交

流讨论#老一辈革命家以德传家'以学兴家'以

俭持家'以严治家'以廉守家的感人故事$革命

先烈们坚定信仰'忠于理想'忠于人民'宁死不

屈'舍小家顾大家的爱国情操$新中国成立以来

优秀共产党人艰苦朴素'清白为官'为民奉献的

优良家风$深深打动了每一位参观者#

大家深切感到$ 许多优秀共产党人尤其

是老一辈革命家树立起了家风建设的榜样标

杆$为大家上了一堂深刻的家风课$深受教育

和启发#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把家风建设摆在

重要位置$ 继承和弘扬好革命前辈的红色家

风$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做家风建设的表率$

让好家风成为我们党永不褪色的 %传家宝&$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市委常委廖国勋'周波'郑钢淼'陈寅'翁

祖亮'周慧琳'诸葛宇杰'凌希和市人大常委

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市高院院长'市

检察院检察长等一同参观展览#

本次展览得到全国63余家单位的大力支

持#中央档案馆提供了63余件珍贵档案$其中

大多数系首次在上海展出# 展览通过图文'影

像多媒体等多种形式$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

的优良家风立体而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共同推进吴淞地区整体转型升级
市政府与中国宝武签署加强全面合作协议 应勇陈德荣出席

本报讯 !记者张懿" 上海市政府

与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昨天在

沪签署加强全面合作$ 推进吴淞地区

整体转型升级合作协议$ 这是贯彻落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实现更高质量

发展$ 加快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创中心建设$ 全力打响上海 %四大品

牌 & 的一项重要举措 # 市委副书记 '

市长应勇 $ 中国宝武党委书记 ' 董

事长陈德荣 $ 市委常委 ' 常务副市

长周波出席签约仪式 # 副市长时光

辉与中国宝武副总经理胡望明代表

双方签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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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函贺#求是$暨#红旗$杂志创刊!"周年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做好干部培育#选拔#管理#使用工作
%建立源头培养!跟踪培养!全程培养的素质培养体系
"建立日常考核!分类考核!近距离考核的知事识人体系
"建立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人事相宜的选拔任用体系
"建立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从严管理体系
"建立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
"真情关爱干部"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关注身心健康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 把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
位相匹配的卓越全球城市" 令人向往的创新之
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具有全球影响力世界级
城市群的核心引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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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对上海

发展的重要指示要

求 $进一步推动中央

赋予上海的战略定

位和战略任务落地

落实 $加快构筑新时

代上海发展的战略

优势 $更好服务全国

发展大局 $更好代表

国家参与国际合作

与竞争 $现就面向全

球 '面向未来 $提升

上海城市能级和核

心竞争力提出如下

意见#

一%提升城
市能级和核心
竞争力是实现
新时代上海发
展战略目标的
集中体现

进入新时代 $上

海肩负着特殊的使命

和责任$ 按照中央对

上海的定位和要求 $

要加快建设国际经

济'金融'贸易'航运'

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

大都市$ 建设卓越的

全球城市和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际大都市 )要

主动服务%一带一路&

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

展等国家重大战略 $

在深化自由贸易试验

区改革上有新作为 $

当好新时代全国改革

开放排头兵' 创新发

展先行者) 要加强与

周边城市的分工协

作$ 构建上海大都市

圈$ 打造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世界级城市

群) 要进一步发挥龙

头带动作用$ 推动长

三角地区实现更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 更好

引领长江经济带发

展$ 更好服务国家发

展大局# 上海要承担

起上述历史使命 $必

须着力提升城市能级

和核心竞争力$ 这也

是实现新时代上海发

展战略目标的集中体

现' 核心任务和必由

之路#

当前$ 全球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孕育突破$ 世界经

济格局深刻调整 $城

市群特别是全球城市

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

的作用越来越凸显 #

我国处在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 '向

着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的重要历

史时期 $正日益走近

世界舞台的中心 $需

要加快建设与我国

综合实力和国际地

位相匹配的全球城

市 $引领服务全国发

展 $参与国际合作与

竞争#

$ 下转第二版

总体目标
经过&年努力

" 使上海#五个中心$的核心功能显著增强"城
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大幅提升"城市吸引力%创造
力!竞争力全面增强

再用&年左右
" 使上海&五个中心$的核心功能全面提升"

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具有较大影响力"基本建成全
球高端资源要素配置的重要承载地"形成一批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和品牌"成为全球
金融体系%贸易投资网络%航运资源配置%技术创
新网络的重要枢纽城市

到!"(&年

&&&一论贯彻落实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

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 刊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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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民生任务"要采取更有效
的政策举措"全面落实好中央的决策部署

" 咬住目标!稳扎稳打 " 盯住问题!集中攻坚
" 抓住根本!源头治理 " 扣住'严(字!综合施策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月'%日至')日在沪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