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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将于!月"#日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1 日宣

布!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将于
8 月 97 日在北京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

发表重要讲话#

让乡村振兴成为全党全社会共同行动
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尊重广大农民意愿"坚持以实干促振兴 李克强作批示

习近平作重要指示强调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

新华社北京"月#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 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各地

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大意义"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

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 让乡村振兴成为

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抓重

点$补短板$强弱项"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人才

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推动农

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要尊重广大农民意愿 " 激发广大农民积极

性 $主动性 $创造性 "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

力 " 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

感$幸福感 $安全感 #要坚持以实干促振兴 "

遵循乡村发展规律"规划先行"分类推进"加

大投入 "扎实苦干 "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取得

新成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作出批示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事关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全局# 各地区各部门要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部署"科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继续加大

%三农&投入力度"落实好惠农富农政策"深入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农业科技

进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

营体系#创新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着力改

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扎实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 #依托 %互联网:&促

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大力培育新型

经营主体" 拓展农民稳定就业和持续增收渠

道#进一步汇聚全社会推动乡村振兴的合力"

努力建设亿万农民幸福生活的美丽家园#

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推进会议

1日上午在京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春华出席会议并

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关于做

好%三农&工作的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李克

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 紧紧扭住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提出的目标

任务"健全领导体制"压实工作责任"建立长

效投入机制"强化政策制度保障"发挥农民主

体作用"保持定力和韧性"持之以恒抓好各项

举措落实"不断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

会议部署落实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日前

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793"2722年)*

提出的各项重点任务" 有关省区和部门负责

同志在会上发言#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各省

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

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 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实现乡村

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推动农业
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要尊重广大农民意愿!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坚持以实干促振兴!遵循乡村发展规律!规划先行!分类
推进!加大投入!扎实苦干!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确保党始终成为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综述

" 刊第二版

推动中国企业更多更好走进东盟
董云虎出席研讨会开幕式并致辞
本报讯 (记者张懿) %中国企业走进东盟& 研讨会昨天在

上海举办" 会议旨在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同东盟发展规划对

接" 实现长远互利共赢# 上海市政协主席董云虎出席开幕式并

致辞# # 下转第三版

!"#$年度上海市环保督察全面启动
本报讯 (记者张懿) 昨天" 本市启

动2793年度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分别对

黄浦$ 闵行$ 松江三个区开展环境保护

督察#

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 国务院关

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一项

重大制度安排" 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

环保督察工作 " 本市建立健全督察机

制" 推动市级环保督察工作# 昨天" 督

察组已进驻三个区" 分别召开督察见面

沟通会$ 督察动员及情况汇报会# 这次

环境保护督察的对象主要是区委$ 区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 并对部分街镇$ 工业

园区进行督察+

$ 下转第三版

国产原创占七成!中国故事成绝对主角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公共板块在沪开展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

(;;< =>?@ 2793) 公共板块昨天在上

海世博展览馆开展#展览面积达1A1万平

方米" 共有617余家海内外展商参展#原

创国产内容占到87B" 中国故事成为绝

对主角#

数据显示" 目前中国互联网漫画用

户超过C821万" 中国原创动漫比日本漫

画和美国漫画更受%C1后&%77后&欢迎+

点击量破亿的作品中" 国产原创漫画占

C7B以上# 强烈的本土质感从本届展会

的展台布置中可见一斑" 许多现实生活

中的元素成为国产原创动画的重要素

材" 生活的感受也成为动画人创作灵感

的重要源头#比如"动画片'肆式青春*的

展台" 就借用动画片中的元素石库门外

墙$复古邮箱$搪瓷热水瓶和23英寸自行

车等" 凸显 %肆式& 所指百姓生活中的

%衣$食$住$行&#该片通过发生在上海$

广州$ 湖南的三段与青春相关的故事串

联成整个动画片的情节# 拿片中的上海

篇为例" 故事讲述了上世纪C7年代一对

青年人的懵懂情愫" 主人公生活在石库

门中"唯美爱情之外"上海人的弄堂文化

贯穿始终" 而动画片的取景地正是上海

著名地标北外滩# $ 下转第三版

营商环境好不好!关键看群众感受企业评判
昨调研全市$一网通办%推进工作&强调要为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提供坚实基础和有力支撑

李强#瞄准方向保持定力久久为功$进一步打响%一网通办&品牌$做实%一网通办&内容

本报讯 市委书记李强昨天上午在调研

全市 %一网通办& 推进工作时强调" 全面推

进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 是贯彻落实党中

央$ 国务院工作要求的重要抓手" 是加快打

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关键环节# 必须瞄准

方向 $ 保持定力 $ 久久为功 " 进一步打响

%一网通办& 品牌" 做实 %一网通办& 内容"

真正方便企业$ 方便群众" 为提升城市能级

和核心竞争力提供坚实基础和有力支撑#

上午" 李强来到杨浦区行政服务中心"

%一网通办& 杨浦频道已实现全区审批事项

上网率 977B " 中心还推出主题套餐式查

询$ 科创绿色通道等服务" 帮助企业 %只跑

一次& 办成事# 李强在综合窗口前同园区$

企业人员亲切交流 " 了解他们对 %一网通

办& 的体验感受# 他叮嘱区里负责同志" 不

少初创企业时间精力有限" 要多为创业者考

虑" 推动流程优化再造" 真正惠及群众和企

业# 目前很大比例的审批事项都在区里" 区

里最容易发现 %一网通办& 的难点$ 痛点$

堵点" 也更容易搞清楚流程该在哪些方面优

化$ 怎么优化# 要更好发挥各区作用" 在流

程再造$ 标准制定等方面积极探索" 以点带

面$ 总结推广#

静安区临汾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 聚焦 %一网通办& 要求" 大力推动社区

事务办理提质增效" 探索 %数据多跑路$ 群

众少跑腿& 的服务新模式# 李强在服务大厅

察看新制定的标准化办事指南" 了解线上线

下服务融合情况 " 走到前来办事的群众中

间" 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建议" %办一件事

要来这里几次& %觉得哪里还不方便&# 街

道居民告诉市领导" 现在很多事不出社区就

能办成" 办的手续$ 跑的次数也大大减少#

随后" 市领导走进 %社区大脑& 联合指挥中

心" 中心对涉及公共管理$ 公共安全$ 公共

服务的近 67 个应用场景进行实时管理$ 及

时响应$ 有效处置# 李强说" 超大城市管理

要像绣花一样精细" 必须提升智能化应用能

力" 通过做强 %头部& 与 %神经末梢&" 实

现实时感知$ 智能管理" 推动精细化管理实

现全覆盖$ 全过程$ 全天候#

作为上海打造智慧型服务政府的关键之

举" 上海市大数据中心筹建工作正在抓紧有

序推进# 李强来到位于市北高新园区的市大

数据中心临时办公区" 同正在集中办公的工

作人员握手问好" 勉励大家继续保持良好的

精神状态" 齐心协力把大数据中心建设好#

调研期间" 李强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

全市 %一网通办& 推进情况及市大数据中心

筹建工作汇报" 并就基础平台建设$ 数据资

源整合$ 标准规范制定$ 流程优化再造以及

开展数据立法等和与会同志深入研究分析#

李强说" 今年 6 月市委$ 市政府部署实

施 %一网通办& 以来" 全市上下共同努力"

各项工作推进有力有序 " 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 一座城市的营商环境好不好" 关键要看

群众感受$ 企业评判# $ 下转第三版

两部上海作品获奖
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第三届动漫奖颁奖

" 刊第五版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公共板块昨在沪开展! 图为国产动漫展台前人流如织!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 全面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工作要求
的重要抓手!是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关键环节&必须瞄准方向%保持
定力%久久为功!进一步打响'一网通办$品牌!做实'一网通办$内容!真正方
便企业%方便群众!为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提供坚实基础和有力支撑

! 一座城市的营商环境好不好!关键要看群众感受%企业评判&要进一
步打响%做实'一网通办$!切实提升群众和企业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要加强
顶层设计(要加大统筹整合力度(要更加注重实效(要突出特色亮点(要坚
守安全底线

上海%多证合一&扩容
实行%二十四证合一&

本报讯 (记者徐晶卉) 上海从去年97月起率先实施的

%十证合一&已经扩容为%二十四证合一&#记者从市工商局

获悉"根据'工商总局等十三部门关于推进全国统一%多证

合一& 改革的意见*" 上海从今年D月67日起实施全国统一

%多证合一&改革"通过相同信息一次采集$部门共享"避免

让企业重复提交材料"减轻企业负担$提高行政效能#

据悉"本次全国统一%多证合一&改革"是在全国统一

%五证合一&基础上"将十九项涉企证照事项进一步整合到

营业执照上"首批实行%二十四证合一&#上海%多证合一&改

革始终走在全国前列#事实上"本次全国统一%多证合一&改

革部分事项已于去年97月9日按照'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本市推进%一照通办$一码通用&加快多证合一改革的

实施意见*试点实施#当时"按照分批分步整合原则"公安局

的公章刻制备案$旅游局的旅行社服务网点备案登记证明$

商务委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海关的海关报关单

位注册登记证书和检验检疫局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企业

备案表均纳入%多证合一&试点"上海也在全国范围内首次

实现了与中央单位业务系统的数据对接# $ 下转第三版

制图!冯晓瑜

%证照分离&扩至全市
助医疗器械创新研发

本报讯 (记者朱颖婕) 医疗器械研发生产的医疗器械

注册证和生产许可证的 %证照分离&" 自去年 92月在上海自

贸试验区成功试点" 如今将扩大至全市# 昨天" 上海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 '关于将本市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改革

试点扩大至全市范围实施的公告*" 允许全市范围内医疗器

械注册申请人委托上海市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生产产品#

这一措施将进一步推动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 快速惠

民" 并且吸引更多医疗器械创新企业集聚上海" 发挥资源

配置优势# 据介绍" 市食药监局正积极推进试点产品类别

全覆盖" 同时还将推动新政辐射至苏浙等长三角地区" 打

破地区界限" 在更大范围配置创新资源#

据悉" 新政的出台" 已经使 E;F 医疗等一些快速成

长的新型创新医疗器械企业有意向将其研发中心作为注册

人设立到上海+ 同时" 强生$ 美敦力$ 通用医疗集团$ 碧

迪医疗器械等跨国企业总部也正密切关注试点工作进展"

希望通过参与试点实现产品研发生产优化路径#

作为国家医疗器械监管体制重大审评审批突破" 医疗

器械注册人制度直击企业发展长期以来的 %痛点&#

$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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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祯希

%美国贸易吃亏论&当休矣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增强人民群众生态环境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 刊第五版

! 上海各区党政负责同志表示! 将以实际行动
贯彻落实全国%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

" 刊第六版

! 商务部!中方决不打第一枪&若

美加征关税中方将被迫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