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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绿化彩妆提升环境“颜值”

本报记者现场踩点进口博览会举办地周边区域，从细微处感受
长宁、青浦、嘉定、闵行四区市容环境综合整治成效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办

地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周边区域

的 “绿妆 ” 与 “彩妆 ” 打扮得如

何？ 河道生态治理进展如何？ 借力

保障进口博览会的东风， 周边地区

攻克了哪些 “顽症”？

距离进口博览会开幕只剩下百

余天时间， 上海这座城市正在用最

高标准、最好水平进行自我更新，让

城市肌理更加健康。 在虹桥商务区

“迎进口博览会”市容环境综合整治

提升 200 天进展阶段审查之际，本

报记者跟随虹桥商务区管委会深入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周边踩点，从

细微处感受长宁、青浦、嘉定、闵行

四区市容环境综合整治成效。

为促进全球卫生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王岐山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7 日电 （记者孙奕）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17 日在中南海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王岐山表示， 去年习近平主席到访世卫组织总部时强调， 要

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中国政府致力于推进 “健

康中国” 建设， 在发展中不断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和幸福感。 中

方赞赏世卫组织在协调全球卫生发展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支持

世卫组织在各层面推动落实健康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方愿进一步

加强同世卫组织合作， 为促进全球卫生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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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进行集体学习
栗战书主持并讲话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7 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 16 日召开

会议进行集体学习，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以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为主题， 围绕 “历史使命、 历史责

任和我们的历史担当” 进行专题讨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党组书记栗战书主持并讲话。

会议认为， 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 最高纲

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

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

展的战略安排，实现这三个阶段的奋斗目标，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中

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在这一伟大实践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要把各项工作紧紧扣在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紧紧

扣在回应人民群众重大关切上来，紧紧扣在厉行法治、推进全面依

法治国上来，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实施国家重大战略、打好“三大攻坚战”履职尽责，为

完成党的历史使命作出应有贡献。

七星彩第 18082 期公告
中奖号码：

1 1 0 4 1 9 2

一等奖 2 5000000 元

二等奖 11 21789 元

三等奖 170 1800 元

四等奖 1948 300 元

五等奖 24335 20 元

六等奖 253898 5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6251346.23 元

排列 5 第 18191 期公告
中奖号码： 3 4 0 4 5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18191 期公告
中奖号码： 3 4 0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体彩公报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10月起施行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7 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

院令，公布《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条例》对人力资源市场培育、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人力资源市

场活动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监督管理及法律责任等作了全面规定。

一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加强对人力资源市场的培育。 国家

建立政府宏观调控、 市场公平竞争、 单位自主用人、 个人自主择

业、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诚信服务的人力资源流动配置机制。 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运用区域、 产业、 土地等政策， 推进人力资源市场

建设， 建立覆盖城乡和各行业的人力资源市场供求信息系统。 引

导和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 任何地方和单位不得违反国家规定

设置限制流动的条件。 鼓励开展平等、 互利的人力资源国际合作

与交流， 开发利用国际国内人力资源。

二是落实改革要求， 推进人力资源市场领域的 “放管服” 改

革。 明确了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当免费提供的服务事项。 经

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 需要取得行政许可，

开展其他人力资源服务实行备案管理； 设立分支机构， 变更名

称、 住所、 法定代表人或者终止经营活动， 需要书面报告。 取得

行政许可或者经过备案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名单及其变

更、 延续等情况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

三是明确人力资源市场活动规范， 促进市场主体诚信守法。

个人应当诚实求职，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如实发布或者提供招聘信

息， 人力资源应当依法流动。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举办现场招聘

会、 收集和发布人力资源供求信息、 提供人力资源服务外包、 通

过互联网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等， 应当严格遵守法律规定， 不得采

取欺诈、 暴力、 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 不得介绍从事违法活

动； 违法开展业务的，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四是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维护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行政部门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的方式实施监督检查。

刘谦初：一颗红心忠勇为党
１９３１ 年 ４ 月 ５ 日清晨，

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 。

一阵密集的枪声响过，２２ 名

中共党员倒在了血泊中。 其

中就有年仅 ３４ 岁的刘谦初。

刘谦初， 原名刘德元，１８９７ 年出生于山东平度的一个农民家

庭。 父亲为他取了一个小名，叫作“光”，希望他长大成人后能有一

番作为。 １９１６ 年春，袁世凯复辟帝制。 刘谦初联合 １３ 名同学投笔

从戎，参加了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第三支队炮兵团。 １９２２ 年，刘谦初

考入北京燕京大学。在北京求学期间，刘谦初与李大钊领导的学生

组织建立了秘密联系，接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 １９２５ 年五卅

惨案发生后，他首倡成立“燕大沪案后援会”，被选为燕大学生运动

负责人之一。 １９２６ 年，刘谦初再度投笔从戎来到武汉参加北伐军，

在第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社会股任股长。

１９２７ 年 １ 月，３０ 岁的刘谦初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也是在这

一年， 刘谦初遇到了自己的革命伴侣———时任中共京山县委副书

记、２４ 岁的张文秋。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刘谦初根

据党的指示，先到江苏省委工作，后经上海去福建。 １９２８ 年 ９ 月，

在福建省第一次党代会上，他被选为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１９２９ 年

初，党中央调他到山东工作，以齐鲁大学助教身份作掩护。 面对险

恶环境，他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常常冒着危险，来往于济南、青岛

等地，夜以继日地工作，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宣传鼓舞群众，揭露敌

人罪行，组织对敌斗争，很快恢复、重建和发展了被破坏的党组织，

重新组成中共山东省委， 并担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 １９２９ 年 ７

月，他按党中央的指示，和青岛市委的同志一起，领导和发动了持

续 ４０ 多天的青岛大康、 隆兴和富士等七大纱厂的总同盟大罢工，

给反动当局和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１９２９ 年 ８ 月 ６ 日， 刘谦初经青岛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时，不幸被捕入狱。 在国民党济南警备司令部监狱里，面对敌人的

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他不为所动，从未屈服。在生前写给妻子张文

秋的遗书中，他说：“望你不要为我悲伤，希你紧记住我的话，无论

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好好爱护母亲！ 孝敬母亲！ 听母亲的话！ ”

１９３１ 年 ４ 月 ５ 日，在刑场上，刘谦初戴着沉重镣铐，高唱《国

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慨然就义。

新华社记者 萧海川 苏万明 （据新华社济南 ７ 月 １７ 日电）

“合理选择、科学配比”长效美化区域环境
专家认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绿化景观布置更为科学、更有特色

在市容环境综合整治项目中 ， 提升
绿化景观是重要一环 。 作为园林绿化领
域的专家 ， 上海市园林科学规划研究院
院长张浪更加关注城市绿化的科学管理 。

一路观察下来 ， 他认为 ， 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的绿化景观布置更为科学 ，

也更有特色。

张浪表示， 原有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在
进口博览会筹办过程中特色明显： 在很多
区域， 灌木和花卉不是一拔了之或者成片
更换， 而是保留了一些背景树、 灌木， 在
此基础上进行优化， 大大节省了资源。

他用 “合理选择、 科学配比” 来归纳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 周边的市容绿化

“美妆”： 一方面， 各区市容绿化局在选择

树种进行栽培的时候， 比较倾向于选择秋
色叶树种， 比如银杏树、 北美红枫等， 这
些树种在 11 月份色彩鲜明、 层次感丰富，

能够烘托出进口博览会的气氛 ； 另一方
面， 进口博览会周边区域对于速生树、 慢
生树、 常绿树、 落叶树的配比关系处理得
很到位， “落叶树的用量较大， 它的优势
在于， 冬天时落叶不遮光， 可以让市民在
冬日充分享受阳光， 夏天时树叶浓密， 能

让市民有地方乘凉。”

张浪认为， 借力进口博览会， 上海市
容绿化部门正整体 、 持续 、 长效地去改
变区域环境 ， 以提升城市环境为目标而
做永久性的绿地和绿化建设 。 他说 ， 在
此次的绿化景观提升方案中 ， 很多区域
都使用了多年生的木本植物 ， 这些能给
未来的低维护以及稳定生态群落打下扎实
基础。

江苏实施招商行动支持办好进口博览会
动员更多企业、机构、专业观众参会并积极开展采购

本报南京 7 月 17 日专电 （驻苏记者

叶志明） 在距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

幕还有100多天之际， 江苏省全面开展动

员、启动报名注册。据今天江苏省政府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披露，6月初组建的江苏省交

易团报名工作全面展开， 报名注册邀请码

已下发至16个分团。截至7月15日，江苏已

有5700多家企业、1.4万余名专业观众报名。

江苏省为此提出了大力实施 “1246”

招商行动， 以动员更多的采购企业、 机构

以及专业观众参会 ， 并积极开展采购 。

“1” 就是动员 1 万家企业和机构报名 ，

“2” 就是发动 2.5 万名专业观众参会 ，

“4” 就是围绕智能制造、 服务贸易、 品质

消费、 医药医疗等 4 个有关产业升级和消

费升级的重点领域进行贸易对接、 促进成

交， “6” 就是组织 6000 家重点进口企业

和商贸流通企业到会采购。

江苏省将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为契机， 深化开放与合作， 加快推进长三

角一体化建设。 要全力以赴支持上海办好

进口博览会， 抓好配套活动， 做好服务保

障。 要加强与进口博览会筹委会和进口博

览局的沟通协调 ， 按照筹委会的工作安

排 ， 配合上海市做好食品保供 、 环境整

治、 交通运输管理、 来宾参访、 旅游接待

等保障工作， 并全力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安

保工作， 筑牢安全防线。

长宁

当年“边角料”
如今“乐游园”

在仙霞西路迎乐路口有一块占地面积约

1500 多平方米的“边角料”，过去这里是一块

垃圾堆放区，如今却变成了小花园：一条蜿蜒

的透水混凝土园路贯穿绿地，无尽夏八仙花、

高砂芙蓉等 30 多种植物品种琳琅满目。

长宁区市容绿化局相关负责人透露， 今

年年初， 长宁区对此地进行了拆违及垃圾清

运，4 月底栽种了高大的北美红枫作为背景

林；如今所有植被已经完成种植，正在提升和

养护阶段。 此外，街头绿地设计不但考虑了观

赏性，还考虑了宜居性———园路边将加装休闲

座椅，保留滨河原有樱花，供附近居民休憩。

【200 天提升进展】

长宁区确定进口博览会环境提升保障项

目为“43+X”，其中“43”为虹桥商务核心区内

项目，“X”为长宁区排摸梳理的叠加项目。

目前，长宁区公共绿化提升工作已全面

启动，在春季完成了所有乔木种植 ，确保秋

季色叶树的色彩层次鲜明； 根据进度表，虹

许路西郊宾馆区域绿化景观布置 、 中山西

路延安西路高架立柱花卉包装试点完成 ，

已在沪青平节点进一步进行包装，争取在展

会期间形成规模；天山西路等 6 条核心区道

路两侧公共围墙已完成整治；架空线入地项

目在前期优选电站点位的基础上已全面启

动建设。

下一步，长宁区将结合兴国宾馆周边历

史风貌保护区、愚园路美丽街区打造等各项

工作，紧扣架空线落地项目，配合道路整修、

道路绿化提升等工作，全面提升环境品质。

闵行

高植低灌搭配
景观错落有致

闵行区华翔路建虹路是国家会展中

心 （上海） 周边的主要道路， 进口博览

会期间， 很多国家元首、 展商客商都会

经过此地。 闵行区市容绿化局相关负责

人透露， 这里的改造方案是在原有格局

的基础上做提升 ： 原来的低矮灌木之

上， 出现了榉树和香樟等高大植物， 错

落有致。

【200 天提升进展】

为迎接进口博览会， 闵行区梳理出

48 项重点任务清单 。 目前 ， 闵行区的

道路大修、 绿化提升、 河道整治项目已

经全面开工， 26 条道路已启动 25 条 ，

正在实施路面翻挖 、 下水道修复等作

业 。 结合道路施工 ， 闵行区将增设 18

个港湾式公交站， 新建或改建 21 个路

侧式公交站。

在绿化项目方面 ， 闵行区抓住 4

月、 5 月的种植窗口完成落叶乔木的种

植， 重要路口和节点绿化景观提升全面

铺开。 在河道整治方面， 已经完成北横

泾、 小涞港样板段建设， 并完成苗木种

植约 78%。

记者获悉，闵行区虹桥商务核心区

景观灯光将突出一廊（二层步廊）、一线

（申滨南路）、双轴（邵虹路横轴、申长路

横轴 ）等重点区域 ，而桥隧涂装项目则

包括 11 座人行天桥、14 条地道和 15 座

跨河桥。 目前，这两个项目正在招标阶

段，预计本月底正式开工。

青浦

拆违全部完成
优化仍有空间

位于诸光路 1355 弄的西郊家园有

505 户居民，是个大型动迁房小区，与国

家会展中心（上海）仅有一街之隔。 小区

负责人透露， 小区内的拆违早已全部完

成，对日租房 50 户、无证网吧 4 家、无证

照经营 63 户、 外扶梯 63 户的整治都已

经完成。过去，小区居民喜欢在宅前屋后

种菜， 但如今这里的公共绿地已经全部

恢复。 此外，在智慧平安小区建设方面，

微卡口摄像头全部安装完毕。

不过，记者在现场也发现，小区的整

治依然有待加强， 比如外立面看起来还

是有些乱， 室外空调机整治过后依然高

低不平，仍有完善空间。

【200 天提升进展】

青浦区透露， 在市容市貌整治类项

目中， 已经安排了诸光路、 谢卫路等道路

中修， 会展保障临时停车场、 会展周边道

路铣刨整形、 道路标志标线和导向牌等设

施建设、 河道水质提升工程， 灯光景观建

设、 绿化整治提升、 城市家具增设、 道路

两侧市容市貌整治与改造、 城市门户综

合整治及拆违等 22 个项目。 截至目前，

各项工作正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

下阶段， 青浦区将重点推进架空线

入地、 合杆整治等工作， 加快推进核心

区绿化市容环境整治项目， 重点推进诸

光路临时围墙、 崧泽大道中间隔离带绿

化、 涞港路绿化改造、 国展中心会展环

路绿化景观提升等市容环境保障工作。

嘉定

新建六个车棚
规范共享单车

在轨道交通 13 号线金运路站旁边，

一座崭新的停车棚已经建设完毕———这

里的六个车棚， 可以容纳 1000 多辆非

机动车。 嘉定区绿化市容局局长李超透

露， 过去这个站点经常被共享单车等非

机动车重重 “包围”， 他们经过前期摸

点， 建设了这个停车棚， 从本月底正式

运行， 引导非机动车规范停放。

记者在现场看到， 目前这个站点周

边还停着不少共享单车。 李超表示， 周

边有 500 多辆共享单车， 管理部门已经

与摩拜单车做过沟通， 未来将引导共享

单车停放在指定位置。

【200 天提升进展】

前期， 嘉定区已经锁定道路交通、

桥隧涂装、 道路景观和建筑立面四方面

共十个项目 109 个点位。

截至目前，在道路交通方面，嘉定区

人行道翻挖及新建项目已经全部完成，

道路侧平石完成约 90%，开始进行道路

沥青面层铣刨加罩施工。此外，八座桥梁

的铰缝维修、局部铺装层翻新、人行道铺

设等也已全部完成， 正在进行桥梁栏杆

刷漆、桥铭牌更换。 在景观绿化方面，嘉

定区已经全部完成行道树、 隔离带绿化

施工，正在进行局部立体景观美化，整体

进度约 75%。 在智能交通方面，已经完

成三条整治道路 20 个路口的过路管道

开挖及穿线，正在进行设备基础施工，当

前工作进度完成约 50%。

右图：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办

地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周边区域的 “绿

妆” 与 “彩妆” 经过精心打扮， 不断美化

区域环境。

本报记者 徐晶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