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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落实高质量发展着力筹办好进口博览会
李强出席 应勇作报告 殷一璀主持 董云虎尹弘出席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扩大）听取市政府报告上半年全市情况和下半年工作总体考虑

本报讯 （记者祝越）上海市第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扩大）昨天举行。市委书记

李强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代表市政府报

告2018年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

年工作总体考虑。

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主持。市

政协主席董云虎，市委副书记尹弘，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徐泽洲、沙海林 、蔡威 、高小玫 、肖贵

玉、莫负春在主席台就座。

应勇作报告时说 ，今年以来 ，我们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全会

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上海市委的

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

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加快建设“五个中

心”和文化大都市，全力推进“四大品牌”建设，年

初市人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有力有序推进， 实现

“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过半”。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

呈现增长更稳、结构更优、效益更好、更趋协调、更

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势头。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

识到，当前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要密

切关注，加强研判，做好应对。

应勇说，做好下半年经济社会工作，关键是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的决策部署，围绕

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进一步抓好

推进落实。要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着力实施自贸试验区、

科创中心建设两大国家战略，着力筹办好首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着力推进长三角地区更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着力打好“三大攻坚战”，着力保

障和改善民生，完成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目标任务，当好新

时代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

应勇还就代表、 委员们关心的举办进口博

览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住房体系、垃圾

综合治理、政务服务“一网通办”、黄浦江和苏州

河治理、全面彻查问题疫苗等工作通报了情况。

据悉， 市人大常委会会前召开系列经济运

行分析会、多场代表座谈会等，广泛了解代表和

市民关心的热点问题以及对本市各方面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并将收集到的各方面意见、建议汇

总整理， 为评议市政府上半年工作和开好本次

会议作充分准备。

出席会议的市领导还有廖国勋、于绍良、翁

祖亮、周慧琳、诸葛宇杰、凌希、翁铁慧、时光辉、

许昆林、彭沉雷、陈群、方惠萍、赵雯、周汉民、张

恩迪、徐逸波、金兴明、黄震，吴志明，老同志叶

公琦、陈铁迪、龚学平、蒋以任到会。全体市人大

代表、 在沪全国人大代表及全体市政协委员和

驻沪全国政协委员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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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下午， 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吹风会， 上

海市委常委 、 常务副市长周波

应邀到会 ， 向中外媒体介绍上

海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要求 ， 坚

持以 “建设贸易投资最便利 、

行政效率最高 、 政府服务最规

范 、 法治体系最完善的城市之

一 ” 为目标 ， 着力提升制度环

境软实力 ， 努力优化营商环境

等进展情况。

近年来， 上海市委、 市政府

高度重视建设全覆盖、 全口径、

全方位、 全渠道的政务 “一网通

办” 总门户， 市、 区两级所有审

批事项和服务事项均已接入这个

总门户 ； 组建了上海市大数据

中心 ， 第一批233个事项已于6

月底接入 ， 成功对接29个部门

的56个系统 。 统一受理 、 协同

办理涉及多部门事项的改革已

初见成效 ， 市 、 区两级企业审

批和服务事项90%可望 “只跑一

次、 一次办成”。

上海重视借鉴国际先进经济

体经验， 吸收世界银行有关优化

营商环境的28项改革建议， 近年

来出台了43个专项政策， 上线了

20个新办事系统。 在获得电力、

开办企业、 办理施工许可、 登记

财产、 跨境贸易、 纳税等6个指

标领域， 企业平均办事时间缩短

一半以上、 办理手续环节平均减

少近四成。

今年是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

成立5周年。 上海聚焦建设 “三

区一堡” 目标， 即开放和创新融

为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区、 开放

型经济体系的风险压力测试区、

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先行区、 服

务国家 “一带一路” 建设和推动

市场主体走出去的桥头堡， 加快

建设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投

资、 贸易、 金融和事中事后监管

规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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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届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将于8月15日至21日举办

创造新时代中南关系新的辉煌

习近平出席拉马福萨举行的欢迎
暨庆祝中南建交20周年晚宴

新华社比勒陀利亚7月24日电 （记

者潘洁 郑晓奕） 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

在比勒陀利亚出席南非总统拉马福萨

举行的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南非进行国

事访问暨庆祝中南建交20周年晚宴。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总统宾馆时，

受到拉马福萨和夫人莫采佩热情迎接。

两国元首夫妇亲切握手，互致问候。

当地时间晚7时10分许， 习近平和

彭丽媛同拉马福萨夫妇一道步入宴会

厅。乐队奏中南两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对中南建交20周

年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以来为中南友

好作出贡献的各界人士致以崇高敬意

和衷心感谢。习近平指出，中南友好事

业在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关心和培育下

不断发展壮大，两国人民友谊不断巩固

深化。1998年1月1日， 中南正式建立外

交关系，由此掀开了两国关系新的历史

篇章。20年来， 中南关系实现了重大跨

越。 茛 下转第二版

推动金砖合作再出发 实现金砖国家共同发展
指出要在国际格局演变的历史进程中运筹金砖合作，在世界发展和金砖国家共同发展的

历史进程中谋求自身发展，在第二个“金色十年”里实现新的飞跃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并发表题为《顺应时代潮流 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约翰内斯堡 7 月 25 日电
（记者霍小光 孟娜 李建敏） 国家主席

习近平 25 日应邀出席在南非约翰内斯

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 并发表题

为 《顺应时代潮流 实现共同发展》 的

重要讲话， 强调金砖国家要顺应历史大

势， 坚持合作共赢、 创新引领、 包容普

惠、 多边主义， 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建设性作用。

习近平抵达杉藤国际会议中心时，

受到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热情迎接， 两国

元首一同步入会场。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 金砖机制的诞生和发

展， 是世界经济变迁和国际格局演变的

产物。 在第一个 10 年里， 金砖合作乘

势而起， 为世界经济企稳复苏并重回增

长之路作出了突出贡献。 当今世界正面

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对广大新兴市场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 这个世界既充

满机遇， 也存在挑战。 我们要在国际格

局演变的历史进程中运筹金砖合作， 在

世界发展和金砖国家共同发展的历史进

程中谋求自身发展， 在第二个 “金色十

年” 里实现新的飞跃。

习近平强调， 未来 10 年， 将是世

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 10 年， 是

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 10 年，

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 10 年。 我

期待着同金砖国家领导人一道， 推动金

砖合作从约翰内斯堡再出发， 把握发展

机遇， 合力克服挑战， 为构建新型国际

关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建设性

作用。

第一， 坚持合作共赢， 建设开放经

济。 金砖国家要坚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 ， 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

义，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共

同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 、 包

容、 普惠、 平衡、 共赢方向发展。 要帮

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

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有效参与国际产

业分工， 共享经济全球化红利。

第二， 坚持创新引领， 把握发展机

遇。 金砖国家要加大创新投入， 实现新

旧动能转换， 全力推进结构性改革， 深

化国际创新交流合作， 让科技进步惠及

更多国家和人民。

第三， 坚持包容普惠， 造福各国人

民 。 金砖国家要立足自身国情 ， 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同本国发展战

略深入对接，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统筹

经济、 社会、 环境发展， 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要积极推动国际发

展合作， 加强对非合作， 支持非洲发展，

努力把金砖国家同非洲合作打造成南南合

作的样板。

第四 ， 坚持多边主义 ， 完善全球治

理。 金砖国家要敦促各方切实遵守共同制

定的国际规则， 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要倡导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

观， 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 继续推进全

球经济治理改革， 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习近平指出 ，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40 年来， 中国走过了不平凡

的历程， 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 。 中国人民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

时， 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

了重要贡献 。 我们将积极开展南南合

作， 努力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共同发展创造更大机遇。 我们将继续敞

开大门搞建设， 继续创造更具吸引力的

投资环境，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主动扩

大进口， 继续大力推进 “一带一路” 建

设 ， 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 、 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开辟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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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金砖合作从约翰内斯堡再出发

坚持合作共赢，建设开放经济
■金砖国家要坚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促
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共同引导经

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

共赢方向发展。 要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有效参与国际产业分工， 共享经济全球化
红利

坚持创新引领，把握发展机遇
■金砖国家要加大创新投入， 实现新旧

动能转换，全力推进结构性改革，深化国际
创新交流合作，让科技进步惠及更多国家和
人民

坚持包容普惠，造福各国人民
■金砖国家要立足自身国情， 将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同本国发展战略深入对接，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统筹经济、社会、环境发展，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要积极推动国际
发展合作，加强对非合作，支持非洲发展，努力把
金砖国家同非洲合作打造成南南合作的样板

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
■金砖国家要敦促各方切实遵守共同制

定的国际规则， 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要

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
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继续推进全球经济治
理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
表性和发言权

■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
演变的10年，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我期待着同金砖国家领导人一道，推动
金砖合作从约翰内斯堡再出发，把握发展机遇，合力克服挑战，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建设性作用

7月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出席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并发表题为《顺应时代潮流 实现共同

发展》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王晔摄

一批主题出版精品读物将集中亮相
■将汇集全国500多家出版社15万余种图书，首次探索网络售票方式，主会场

首次新设国学馆集中展示传统文化典籍，推出“七天七堂课”系列国学讲座，分会场
数量增加到100个

请收下这份来自2018上海书展的邀请函
■首发新书500种活动200场，凸显上海首发效应
■新设国学馆聚焦传统文化，国际文学周展现国际视野
■首次探索网络售票，书香满城线上线下联动

荩 讲话全文刊第二版

第15届上海书展主会场仍设在上海展览中心。 图为去年书展

首日，场馆内人头攒动。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