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做好明年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伟大旗帜，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加快落实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加快建设“五个中心”，加快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着力构筑上海发展的战略优势，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
争力，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
资、稳预期，坚持不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把重大机遇化为发展动力
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三项新的重大任务连同进口博览
会，共同构成了上海在更高起点、更高
层次上推进改革开放的四大战略支撑，

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推动上
海发展的有力抓手。各区各部门要立足
全局、服从大局，通力合作、全力以赴，

把重大机遇化为发展动力，把宏伟蓝图
变为美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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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多云转阴 温度:最低-1℃ 最高4? 偏北风4-5级
明天 阴转雨夹雪 温度:最低1? 最高5? 偏北风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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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前，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亲自推动“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15年来，他一直牵挂
关怀并多次指示推动这项工程。15年后， 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将年度“地球卫士奖”中的“激励
与行动奖”颁给这项工程。从实践中萌发并不
断发展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为绘
就新时代乡村振兴画卷、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坚
强指引，还跨越山和海，推动中国成为全球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以四大战略支撑为有力抓手推动上海发展

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大历史时点，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明确了上海的发展定位，

赋予了上海新的历史使命，勾画了新时代上海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

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一届委员

会第六次全体会议12月28日在世博中心举行。

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奋力谱写新时

代上海改革发展新篇章的意见 》， 认真总结

2018年工作，全面部署2019年任务。

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 市委书记李强代

表市委常委会作工作报告，就《意见》起草情况

作说明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就贯彻落

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作具体部署。市委副书记尹弘出席会议。

全会认为，今年以来，市委常委会团结带

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坚定不移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全面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举全市之力服务保障首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全力打响“四大品牌”，加

快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着力保障人民群众

安居乐业，扎实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保持了经济社会平稳健

康发展，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了新成就。

全会指出，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大历史

时点，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明确了上海的

发展定位，赋予了上海新的历史使命，勾画了

新时代上海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要充分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

深刻领会、全面把握精神实质，把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作为上海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

切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纲领，切实把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动发

展的强大动力，奋力谱写新时代上海改革发展

新篇章。

全会指出,明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 做好明年工作，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

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高举

新时代改革开放伟大旗帜，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

开放，加快落实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加快建设

“五个中心”，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

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着力构筑上海发展的战略

优势， 茛 下转第四版

十一届市委六次全会举行，审议通过《关于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奋力谱写新时代上海改革发展新篇章的意见》、全会决议
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 李强作工作报告，就《意见》起草情况作说明并讲话
应勇就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作具体部署 尹弘出席

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世博中心举行。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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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

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

议在世博中心举行。 全会审议

通过 《关于深入学习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

话精神奋力谱写新时代上海改

革发展新篇章的意见》， 认真

总结2018年工作 ， 全面部署

2019年任务。

奋斗是新时代最美的画

面。 回顾过去一年， 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 庆祝改革开

放40周年、 上海自贸区 “升级

版”、 扩大开放 “100条”、 一

网通办 、 全力打响 “四大品

牌”、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世

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世界人工

智能大会……诸多关键词， 勾

勒出我们这座城市前进路上的

精彩路标。 打造全球新品首发

地、 高端品牌首选地、 原创品

牌集聚地， 全力打造 “演艺大

世界 ”， 持续提升上海书展 、

国际电影节、 网球大师赛等品

牌影响力， 优化15分钟公共文

化服务圈， 加快落实文创 “50

条”， 推出旅游 “30条”、 体育

“30条” ……上海各项事业发

展取得新成就新发展， 呈现出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多层次、 多

维度的景深。

凡是过去 ， 皆为序章 。

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大历

史时点 ，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考

察上海工作， 交给上海三项新

的重大任务， 提出五个方面工

作要求， 为新时代上海发展指

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

循和强大动力。 三项新的重大

任务连同进口博览会， 共同构

成了上海在更高起点、 更高层

次上推进改革开放的四大战略支撑， 是当前和今后相

当长一段时期推动上海发展的有力抓手。

面向未来， 更广阔的世界等待着我们的奋斗， 更

辉煌的传奇等待着我们的创造。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我国发展仍处于并

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时与势仍在我们一边。这

是我们谋划改革发展的大前提、大逻辑、大方位。要想

抓住和用好机遇，就要准备迎接和战胜挑战。

夫战，勇气也。改革开放到了今天，我们现在所处

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

中流击水的勇气、爬坡过坎的韧劲、翻山越岭的毅力，

是排头兵、先行者的担当；让工作有兴奋点、落实有发

力点、经济有增长点、发展有新亮点，不断提高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富于创造是实践的要求。

大道至简， 实干为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行动

最有说服力”。 改革开放再出发， 我们要克服 “守成”

心态， 树立 “归零” 意识， 实干、 苦干加巧干， 沿着

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航向奋勇前进， 在 “当代中国最

显著的特征、 最壮丽的气象” 中， 谱写新时代上海改

革发展新篇章，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让自然生态休养生息，让人人都享有绿水青山
新华社播发通讯《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从“千万工程”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和世界回响

山川新风
2003年6月， 在习近平同志的直接

推动下，浙江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工程，开启了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
农民生活质量为核心的村庄整治建设大
行动。2017年浙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24956元、同比增长9.1%，是全
国13432元的1.86倍，连续33年位居全
国各省区第一

生态变革
沿着“千万工程”的路子走到现在，

浙江不少城乡发展正迈向“3.0版本”：从
乡村生态修复、旅游业兴起，到资源要素
回流、 乡村全面复活， 再到城乡产业互
补、乡村优势渐显……如今，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来到浙江乡村创业； 越来越多的
乡亲们参与到村子未来的规划； 越来越
多的村民自觉挖掘村子的文化优势

世界回响
从美丽生态，到美丽经济，再到美丽

生活。“千万工程” 挥写出的中国农村新
画卷， 高度契合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
展目标———可持续发展道路，解决社会、

经济、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作为世
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 中国以自身的努
力， 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愿景作出
突出贡献和示范

荩 详细内容刊第五版

五个“牢牢把握”

四大战略支撑

■要牢牢把握“四个放在”的工作基
点，始终做到跳出上海看上海，立足全
局看上海，在服务全国中发展上海

■要牢牢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
学判断，坚定不移抢抓机遇、用好机遇，

善于创造机遇、化危为机
■ 要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重大原

则，把“稳”放在首要位置，把“进”作为
关键支撑，以更有力的“进”，把“稳”的
基础打得更牢固

■要牢牢把握改革开放再出发的使
命任务，勇当排头兵、敢为先行者，拿出
中流击水的勇气、 爬坡过坎的韧劲、翻
山越岭的毅力，勇立潮头、奋勇搏击、引
领示范

■ 要牢牢把握富于创造的实践要
求，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要求，创造
性地谋划推进各项工作，使工作有兴奋
点、落实有发力点、经济有增长点、发展
有新亮点

做好明年工作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奋力谱写新时代上海改革发展新篇章
———十一届市委六次全会侧记

十一届市委六次全会决议

荩 均刊第二版

三架C919飞机
进入试飞状态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昨天12时45分，C919

大型客机103架机降落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

第一次飞行。 这标志着目前已有三架C919飞机

进入试飞状态。

11时07分，C919飞机103架机在浦东国际机

场第四跑道滑跑、抬头、冲上云霄。在1小时38分

钟的飞行中，103架机完成21个试验点。 此次飞

行后，103架机将适时转场西安阎良，开展颤振、

空速校准、载荷、操稳和性能等科目的试飞。昨天上午，第三架C919飞机完成首飞。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