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 晋

男 ，汉族 ，中共党员 ，1923 年 11 月
出生 ，2008 年 10 月去世 ，上海电影 （集
团）有限公司一级导演，中国影协第四届
理事、 第五届主席团委员， 中国文联第
五、第六届执行副主席，第八、第九届全
国政协常委。 他关注现实、关切社会，改
革开放以来拍摄了 《天云山传奇》《牧马
人》《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鸦片战争》

等一批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的优秀电影，

为拨乱反正、 解放思想发挥了积极作用。

他的作品集中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人民思想解放、 时代风云激荡的历程，为
中国电影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荣获

“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 和第二十
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等。

于漪

女，汉族，中共党员，1929 年 2 月出
生，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上海
市教师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曾任全国语
言学会理事、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
会长。 她坚持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同步创
新， 主推上海市初级中学语文教改实验，

撰写数百万字教育著述，许多重要观点被
教育部采纳编入《语文课程标准》；主讲近

2000节省市级以上探索性、 示范性公开
课， 其中 50多节被公认为语文教改标志
性课例，为推动全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
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精心育人的一
代师表，潜心教改的一面旗帜”。荣获“全国
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邹碧华

男，汉族，中共党员，1967 年 1 月出
生，2014 年 12 月去世，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原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委会委员、

高级法官。参与审理了社保基金追索案、

北方证券破产案、 房屋维修基金案等一
大批全国瞩目的重大疑难案件。 规范设
立上海法院统一的 12368 便民服务热

线，受到群众欢迎。积极推进上海市法院
提高管理科学化水平，起草了《上海法院
司法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等重要文
件， 推动了上海市法院司法体制改革工
作。 2014 年 12 月 10 日不幸因公殉职引
发了社会各界的自发悼念和缅怀，“法官
当如邹碧华” 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
共鸣。被追授“全国模范法官”“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等称号。

包起帆

男，汉族，中共党员，1951 年 2 月出
生，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副总裁、技术中心主任。他是伴随改革
开放成长起来的中国工人的缩影。 研发
新型抓斗及工艺系统， 推进了港口装卸
机械化，被誉为“抓斗大王”。参与开辟了
上海港首条内贸标准集装箱航线， 参与
建设了我国首座集装箱自动化无人堆
场， 积极推进了中国首套自动化程度最
高的散矿装卸设备系统的研发， 领衔制
定了集装箱-RFID 货运标签系统国际标
准。 40年来，他带领团队技术创新，获国家
发明奖 3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3项，

获巴黎、日内瓦等国际发明展金奖 36项。

连续五届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荣获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王安德

男，汉族，中共党员，1950 年 4 月出
生，浦东新区区委原常委、副区长。 在他
担任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公司第一任
总经理期间， 争取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
行成为金融贸易区第一家签约进驻的单
位， 由此带动了一大批知名金融机构进
驻， 使金融中心建设逐渐成型并不断发
展壮大。 运用市场机制，创新发展思路，

使金融贸易开发区在城市形态规划、交
通规划、 基础设施规划和环境设计配套
完善等方面达到国际一流水准， 逐渐发
展形成了集金融、贸易、商业为一体的大
平台，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

中国空军盛装亮相中国航展
在日前开幕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 中国空军新型战机和一批现役主战

装备全新亮相， 集中展示空军在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新成就。 图为航展上的轰-6K ?左）、 运-

20 （中） 和运-9 （11 月 6 日摄）。 新华社记者 邓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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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健康发展
韩正出席

李克强主持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强调群策群力应变克难

新华社北京 11 月 8 日电 11 月 8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

业家座谈会， 就当前经济形势、 谋划

明年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

总理韩正出席。

会上， 黄益平、 何德旭、 魏尚进

等专家学者和浙江荣盛集团、 紫光集

团、 智联招聘等企业负责人围绕宏观

经济运行和政策、 民营企业发展、 技

术创新、 就业市场形势等发了言。 李

克强同大家深入交流讨论， 希望广大

专家和企业家围绕促进我国经济平稳

健康发展 、 破解当前面临的突出问

题， 积极出良策提建议。

李克强说， 今年以来， 全国上下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 统筹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惠

民生 、 防风险 ， 积极应对各种困难挑

战 ， 经济在高基数基础上保持平稳运

行， 新动能蓬勃发展， 城镇新增就业提

前实现全年目标， 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

绩。 但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变化给经济

运行带来了新的下行压力， 实体经济困

难增加， 地区、 行业走势出现分化， 矛

盾和问题不容低估。 要按照党中央、 国

务院决策部署， 坚定信心， 未雨绸缪，

做好应对困难的充分准备， 精心谋划好

明年发展，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更好发

挥中国经济韧性强、 潜力大等优势， 培

育壮大新的支撑力， 确保经济平稳运行

在合理区间、 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李克强指出， 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 贯彻新发展理念， 密切跟踪国

内外形势变化， 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

稳定性， 加强预调微调， 提高政策的协

同性， 更加精准施策， 营造稳定可预期

的宏观环境。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 积极补短板促升级， 更大力度减税

降费， 采取有效措施努力让民营企业、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状况有比较明显

的改善。 把就业优先放在宏观政策更加

突出的位置， 加大对重点群体就业服务

力度， 引导多种方式灵活就业， 保持比

较充分的就业， 创造更多社会财富。

李克强说， 促进发展一个关键环节

是要为企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围绕企

业关切和诉求完善政策， 设身处地帮

助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克服困难。要在

深化改革上下功夫， 更大激发市场活

力和社会创造力。持续推进“放管服”改

革，进一步减少审批事项，扩大民营企

业市场准入，鼓励和支持他们进入基础

设施、基础产业等领域，保障公平竞争。

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抓手支撑

更多就业， 支持各类企业瞄准市场需

求攻克关键技术难关， 不断增强自身

竞争力，促进新动能加快成长。要在扩

大开放上下功夫，对国有、民营、外资

等各类企业一视同仁， 使他们投资兴

业更加便利、合法权益得到更好保护。

孙春兰、 胡春华、 王勇、 肖捷参

加座谈会。

关于改革开放杰出贡献
表彰推荐人选的公示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为改革开放作出杰出贡
献的个人。 根据中央关于推荐改革开放杰出贡献表彰人选的有关要求， 经层层推
荐、 广泛听取意见、 充分酝酿、 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 现将我市报送中央的推荐
人选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从 2018 年 11 月 9 日 8 时起， 至 11 月 14 日 17 时止。

如对推荐人选有异议， 请于公示期间通过电话、 邮件、 信函等形式向市评选推荐
改革开放杰出贡献表彰人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 （信函以到达日邮戳为准）。

排列 5 第 18305 期公告
中奖号码： 1 9 0 6 0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18305 期公告
中奖号码：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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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烈遗风照前程———宣侠父
宣侠父， １８９９ 年 １２ 月出

生于浙江省诸暨县 （现诸暨

市）， １９２０ 年获准公费赴日本

留学。 因为参加留日学生爱国

运动， 于 １９２２ 年被迫回国。 １９２３ 年在杭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

团， 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１９２４ 年， 宣侠父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但因触怒蒋介石，

被开除学籍、 勒令离校。 １９２５ 年春， 经李大钊推荐， 赴张家

口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做部队文教工作。 同年 １０ 月， 随国民军

二师西征到兰州。 同年冬， 参与创建甘肃第一个党组织———中

共甘肃特别支部， 任支部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 于 １９２７ 年 ８ 月

回到家乡， 参与组织和领导当地农民运动。 １９２９ 年到山东冯玉

祥部队从事兵运工作， １９３１ 年初任国民党 ２５ 军总参议， 利用

合法身份在该部队秘密建立中共党组织， 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 宣侠父在南京、 山西晋城、 张家口等地联

络抗日反蒋活动， 推动冯玉祥等建立抗日同盟军。 １９３３ 年初

任孙殿英部第 ４１ 军秘书长。 １９３４ 年春， 宣侠父与吉鸿昌等在

天津组织 “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 并陪同吉鸿昌到上海

履行秘密入党手续。 同年夏， 调至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特科，

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１９３５ 年到香港联络抗日反蒋， 争取李济

深等成立民族革命同盟。 在香港期间， 他担任中共南方工作委

员会领导人 ， 积极开展抗日统战工作 。 １９３６ 年两广事变后 ，

参与重建第 １９ 路军， 任政治部主任兼 ６１ 师参谋长。

西安事变后，宣侠父被调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１９３７ 年 ５

月赴延安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９ 月，任 １８ 集团军（八

路军）高级参议，从事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先后向胡宗南、李

宗仁、冯玉祥等宣传团结抗日、共御外敌的主张。

１９３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 宣侠父被蒋介石指派的特务秘密杀害。

新华社记者 方问禹 （据新华社杭州 １１ 月 ８ 日电）

电 话：021-24022551 24022590 传 真：021-64376821

电子邮箱：kjc@shacs.gov.cn

通信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高安路 19 号市公务员局考核奖惩处
邮政编码：2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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