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力以赴落实好三项新的重大任务
■ 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在更好为全国改革发展大局服务、 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 推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 深化社会治理创新、 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和水平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 亲自宣布了交给上海的三项新的重大任务。

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 是制度创新的布局； 在上海证交所设立科创板
并试点注册制， 是要素市场的布局； 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
略， 是发展空间的布局。 我们要紧紧围绕落实这三项重大任务和用好进口博
览会这一开放平台， 举全市之力、 集各方智慧， 高起点、 高标准、 高水平地
办好这几件大事， 决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的信任和重托

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强大动力
奋力开创上海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市委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和考察上海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李强主持

全力以赴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提出的三项新的重大任务

本报讯 市委常委会昨天傍晚举行扩大会

议，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和考察上海

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市委书记李强主持会

议并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做好

上海各项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全市上

下必须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以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强大动力， 坚定改革开

放再出发的信心和决心， 更加自觉地把上海发

展放到全国、全球的坐标系中思考谋划，更好地

在新一轮改革开放实践中探路先行， 更好地在

服务国家战略中实现自身发展， 更好地在国际

舞台上代表国家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 全力以

赴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进博会开幕式上对上

海提出的三项新的重大任务， 加快提升城市能

级和核心竞争力， 奋力开创上海各项事业发展

新局面。

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具有极其重大

而深远的意义， 释放了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

场的强烈信号， 宣布了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

放的重大举措，表明了我国捍卫贸易自由化、经

济全球化的坚定决心， 彰显了我们坚定走好自

己的路、着力办好自己的事的坚强意志。 进口博

览会放在上海举办，并且要年年办下去、越办越

好，这既是中央对上海的信任，更是上海的重大

机遇，我们必须倍加珍惜，继续全力做好服务保

障工作，用足用好这个开放平台。

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并发

表重要讲话， 充分体现了对上海工作的高度重

视和对上海人民的亲切关怀， 为新时代上海发

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明确了目标定位，赋予了重

大使命。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 是全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

和重大政治任务， 全市上下要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和使命感，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的热潮，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上来。 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的核心内容 ，作为

党员干部培训的主修课程， 作为新闻宣传的重

大题材，使讲话精神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切实

增强全市上下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会议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在更好为

全国改革发展大局服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推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深化社会治理创新、

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

求，亲自宣布了交给上海的三项新的重大任务。

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 是制度创新的布

局；在上海证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是

要素市场的布局； 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国家战略，是发展空间的布局。 我们要紧紧

围绕落实这三项重大任务和用好进口博览会这

一开放平台，举全市之力、集各方智慧，高起点、

高标准、 高水平地办好这几件大事， 决不辜负

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的信任和重托。 要加强系

统研究，进行深入谋划，对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结合谋划明年工作，结合纪念改革开

放 40 周年、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 ，对各项工作

进行再审视。 工作标准要进一步提升，在对标中

查找差距、发现问题、明确方向。 工作思路要打

得更开，该完善的完善，该拓展的拓展 ，该创新

的创新。 要针对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 多出实

招，善出新招，能出硬招。 工作举措要细化聚焦，

一条一条梳理，一项一项分解，一件一件落实 ，

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和成效抓好贯彻落实。

会议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这座城市

充满感情，对上海人民充满牵挂，对上海工作寄

予厚望，在进博会开幕式上向世界宣介上海，指

出开放、创新、包容是上海最鲜明的品格。 全市

上下要从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中汲取奋

斗前进的力量， 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不断提升思想水平、境界格局、能力本领 ，以海

纳百川的胸怀扩大开放， 以敢为人先的精神锐

意创新，以融通共赢的生态展示包容，在新一轮

改革开放的实践中， 用实际行动更好地诠释上

海“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的城市精神， 用不凡的业绩为上海这座城市增

添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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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作为上海贯彻落实中央

决策部署 、 推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

实际行动 ，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上海市交易团国资分团昨天举行

现场集中签约 。 市委书记李强出席

并见证项目签约 ， 市委副书记 、 市

长应勇致辞。

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 西班牙驻

华大使德斯卡亚出席， 市委常委、 常

务副市长周波主持。

应勇在致辞时说， 习近平主席在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

表了主旨演讲， 再次强调中国开放的

大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 举办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国主动向世

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 上海作为中

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改革开放的

前沿， 将始终秉持开放、 创新、 包容

这一城市最鲜明的品格， 弘扬 “海纳

百川、 追求卓越、 开明睿智、 大气谦

和” 的城市精神， 以举办进口博览会

为重大契机， 坚定不移扩大开放， 坚

定不移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 贸易

自由化便利化， 坚定不移欢迎和拥抱

国际企业、 国际资本， 加快构建更高

层次 、 更好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 上海将借助进口博览会的宽广舞

台， 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加快

打造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相得益彰、 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实现

上海经济更高质量发展。

此次进口博览会上， 45 家市属企

业集团组建上海市交易团国资分团 ，

采购商企业累计 3500 多家 ， 采购人

员超过 3 万人， 在智能高端装备、 医

疗医药保健、 汽车零部件、 食品农产

品、 服务贸易等领域将达成 100 余项

交易协议。

签约仪式上， 上汽集团、 华虹集

团、 上海电气集团、 华谊集团、 光明

食品集团 、 东浩兰生集团 、 绿地集

团 、 百联集团 、 上海银行 、 上实集

团、 东方国际集团、 申通地铁集团等

12 家企业集团的 17 个项目进行了现

场集中签约， 将促进上海国有企业与

外资外商在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

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开展合资

合作。

有关国家驻沪领馆官员、 上海有

关部门负责人、 签约企业中外双方代

表 、 市国资委系统 45 家企业集团主

要负责人等近 300 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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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讲话精神是根本遵循行动指南
■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做好上海各项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全市上下必须认真学习领会、 全面贯彻落实，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
强大动力， 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的信心和决心， 更加自觉地把上海发展放到全
国、 全球的坐标系中思考谋划， 更好地在新一轮改革开放实践中探路先行， 更
好地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实现自身发展， 更好地在国际舞台上代表国家参与全球
合作与竞争， 全力以赴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进博会开幕式上对上海提出的三
项新的重大任务， 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奋力开创上海各项事业发
展新局面

坚守岗位 再接再厉 精益求精
昨与应勇先后来到进博会现场指挥部及相关保障组，实地检查服务保障、安全保卫等各项工作

李强：全力以赴确保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圆满成功

本报讯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入

第三天，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万商云集，

对接洽谈 ， 共谋合作 。 市委书记李强 ， 市

委副书记 、 市长应勇昨天先后来到进口博

览会现场指挥部及相关保障组 ， 实地检查

服务保障、 安全保卫等各项工作开展情况。

李强强调 ，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

演讲精神， 紧紧围绕办出水平、 办出成效、

越办越好的指示要求 ， 坚守岗位 、 再接再

厉 、 精益求精 ， 全面展现上海这座城市开

放 、 创新 、 包容的最鲜明品格 ， 全力以赴

确保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圆满成功。

进口博览会现场指挥部的大屏幕上， 实

时显示着场馆周边交通出行及展区运行情况

画面。 李强、 应勇十分关注雨天交通保障及

进出馆秩序， 对着屏幕上的实时镜头详细询

问现场值班同志相关预案落实情况， 对现场

一线的同志们表示慰问， 叮嘱大家要继续保

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严谨务实的作风， 坚守

各自岗位， 全力做好各项工作。 李强说， 要

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一

切从实际出发 ， 根据现场情况变化灵活机

动， 及时调整优化， 把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

考虑得再全面一些， 把各种应急处置方案准

备得更细致一些， 不断提高应对大客流、 复

杂天气等情况的能力水平， 确保进口博览会

的安全、 有序、 通畅， 切实提升参展商、 采

购商和八方来宾的感受度和满意度。

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城市保障领导小

组各保障组， 李强、 应勇同值守一线的同志

们和志愿者们亲切握手问候， 详细了解进口

博览会开幕以来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推进落实

情况， 仔细询问还有哪些困难和问题需要协

调解决， 对大家为办好进口博览会所付出的

辛勤努力表示感谢 ， 希望大家继续振奋精

神， 奋发有为， 决不能有丝毫的松懈麻痹和

侥幸心理。 要对标最高标准、 最好水平， 以

最严要求、 最优服务确保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真正落实落地。 “现在还远没有到可以 ‘松

口气’ ‘歇歇脚’ 的时候。 要始终绷紧安全

这根弦 ， 始终坚守各自岗位 ， 再接再厉 ，

不断改进， 追求卓越！” 李强说， 国际一流

的博览会需要国际一流的办展水平 ， 要在

科学化 、 精细化 、 智能化上下更大功夫 ，

为各方来宾提供一流参展体验 ， 让大家留

下美好印象， 更加真切感受上海的开放、 创

新、 包容。

高端装备
踊跃参展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正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

海） 如火如荼地举行， 现场

展出各类智能及高端装备 ，

新品迭出， 让与会者印象深

刻。 图为制造业巨头利勃海

尔展出机械构件， 展现高端

制造的独特魅力。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影报道

咖啡甘蔗酒奶酪包，让巴西食品走进中国市场
巴西企业家谈进博会———

巴西是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主宾

国之一， 作为全球主要食品生产国之一及最

大食品净出口国， 食品和饮料类企业占据了

巴西 87 家参展企业中的 60 家之多。 在圣保

罗工商联合会和巴西出口投资促进局组织的

进博会前期洽谈活动和圆桌会议中， 食品饮

料板块也处于核心地位。

中国是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但中国

消费者对巴西食品却知之甚少，其诸多特色

产品如甘蔗酒 、奶酪包 、阿萨伊浆果等尚未

走进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记者在巴西采访

了数家巴西食品企业的经营者，他们纷纷表

示 ，希望借助进博会这一平台 ，拉近与中国

消费者之间的距离。

咖啡是巴西享誉全球的出口产品之一 ，

巴西咖啡的生产和出口量均位居世界第一，然

而咖啡成品对华出口量却并不可观。 巴西咖啡

公司销售部经理奥利维拉告诉记者，该公司目

前已同中国初步建立合作关系，但与“让中国

人熟知并认可巴西咖啡”还相距甚远。

“我们本次参会的最大目标就是向中国

朋友们介绍巴西咖啡。 我们知道中国的咖啡

商品供应地十分多元化， 但我们想告诉中国

朋友，巴西也有很好的咖啡产品。 ”奥利维拉

特别向记者介绍，本届进博会期间他们将一种

高浓度、高技术水平的“特色咖啡”带到中国，

作为巴西咖啡的 “招牌式特色商品”，“中国是

全世界梦寐以求的市场，近年开放程度不断提

高 ， 这是一件对我们和中国人都有好处的

事———我们可以藉此走进中国市场，而中国消

费者也将拥有更多选择。 ”

除咖啡外，甘蔗酒“卡沙夏”是另一极具

特色的巴西特产。 虽然同由甘蔗制成，但这种

“巴西国酒”在中国的知名度远不如朗姆酒 。

巴西 “STOCK”酒业国际销售主管瓦莱丽娅

告诉记者，巴西甘蔗酒目前尚无对华出口业

务 ，但借助进博会平台 ，他们已经初步找到

了很多对甘蔗酒感兴趣的合作伙伴，并相信

在进博会结束后能够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

将公司的优质产品出售到中国。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利用进博会平台寻

找有潜力的中国购买者 。 鸡尾酒文化已经

在全球范围内逐渐铺开 ， 越来越多的中国

年轻人也开始习惯走进餐厅 、酒吧 ，点一杯

鸡尾酒品鉴滋味 。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难得

的商机，而进博会就是我们把握商机的最佳

场合。 ”

令记者颇感惊讶的是， 不少巴西企业甚

至已经瞄准了中国电商市场和“双十一”购物

活动。 巴西玛丽科塔食品公司国际贸易经理

玛丽利亚在活动中告诉记者， 他们公司将在

今年“双十一”完成奶酪包产品在中国市场的

首次投放。

玛丽利亚表示，尽管奶酪包对中国消费

者来说将是一个全新体验，她却对产品的前

景充满信心，“中国人拥有开放包容的文化，

消费者乐于接受来自外界的新鲜事物，网购

也成为了消费者喜爱的购物形式。奶酪包对

巴西人来说是餐桌上每天必不可少的日常食

品， 我们相信注重健康和食品安全的中国消

费者会很快喜欢上它。 ”

（本报巴西利亚 11 月 7 日专电）

37.8亿元外资项目签约落沪
本报讯 （记者张懿） “上海制造” 正成为本市扩大对

外开放、 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领域。 在昨天举行的上海外商

投资产业推介会上， 又有 10 个新项目现场签约， 总投资达

37.8 亿元。 统计显示， 今年上半年， 上海制造新增实到外资

同比增幅高达 88%。 会议还发布了新编制的 《上海市产业

地图》， 着眼于进一步优化产业定位和空间布局。

副市长吴清出席。

■本报驻巴西利亚记者 张峻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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