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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古巴领导人致贺电
李克强向迪亚斯-卡内尔致贺电

就古巴革命胜利60周年

新华社北京 1 月 1 日电 1 月 1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古巴革命胜利 60 周年向古共中央第

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 古巴国务委员

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迪亚斯-卡内尔

致电， 代表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和

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祝贺。

习近平在致劳尔第一书记的贺电

中指出， 60 年来， 在古巴共产党坚强

领导下 ， 古巴政府和人民艰苦奋斗 ，

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伟大成就，

中国党、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高

度赞赏和祝贺。 中古两党和两国关系

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 取得丰硕

成果， 我们成为好朋友、 好同志 、 好

兄弟。 我高度重视中古友好关系发展，

愿同你一道努力， 引领两国关系继续

阔步前行。

习近平在致迪亚斯-卡内尔主席的

贺电中表示， 古巴党和人民正致力于

进一步更新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 古

巴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实现新发展 。 一

个多月前， 你来华进行历史性的国事

访问。 茛 下转第三版

将改革进行到底
本报评论员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世界看到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加速度，

看到了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中国决

心。 我们改革的脚步不会停滞， 开放

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 习近平主席

2019 年新年贺词， 再一次鼓舞和激励

亿万人民将改革进行到底！

习近平总书记曾饱含深情地说过：

“我曾经在上海工作过， 切身感受到开

放之于上海、 上海开放之于中国的重

要性。” 一棒接着一棒跑， 在新一轮改

革开放的大潮中继续当好排头兵、 先

行者， 更好诠释 “开放、 创新、 包容”

的城市品格， 上海当仁不让。

新时代新起点， 坚定了我们将改

革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上海自贸

试验区 5 年来为全面深化改革、 构建

开放型世界经济， 贡献了一系列探索

性的试验成果； 长三角地区的 “断头

路” 陆续打通， 城市间的制度壁垒也

在进一步软化；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

科创中心建设联动， 培育了一大批优

质科创企业； 进口博览会推动贸易升

级、 消费升级、 开放升级的溢出效应

正在不断放大…… “积之愈厚， 发之

愈佳”， 我们正要迎来 “惊世一跃”。

新目标新任务， 厚植了我们将改

革进行到底的优势和基因。 思想有多

远， 目光就有多远， 脚步就能延伸多

远。 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重要历史时

点， 习近平总书记勾画了新时代上海

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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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牢牢把握机遇，

绝不辜负重托， 我们要读懂机遇， 富

于创造。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 在时

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年轻的上海是

“敢于冲锋 ” 的 。 勇立潮头 、 奋勇搏

击、 引领示范， 我们有信心， 也有能

力 ， 将改革进行到底 ！ 我们有信心 ，

也有能力， 在新时代创造新的奇迹！

开栏的话
2013 年 11 月 ，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
北京召开 ， 会议通过

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 》，15 个领域 ，336 项重大举措 ，会
议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涉及范围之广、力度
之大，被国际社会誉为当今世界 “最具雄心
的改革计划”，引领中国实现历史性巨变。

过去五年，“放管服” 改革不断提速，减
税降费支持实体经济，加快落实负面清单制
度，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市场活力进一步激
发 ；过去五年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实行城
乡养老并轨 、 推进公立医院改革……一系
列惠及民生的改革举措密集出台，看得见、摸
得着的变化，给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今天起，本报推出 “全面深化改革这五
年”专栏，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案例同读者
一起回顾这改革奋进的五年。

向着宏伟目标破浪前行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风正一帆悬———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一年间》

登高望远天地阔 纵横捭阖自从容

■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中， 2018 年会以 “极不平凡” 被
人们铭记。 面对复杂形势， 肩负历
史重任。 一年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
国各族人民， 迎难而上、 砥砺奋进，

以初心不变的定力、 沉着应变的智
慧、 主动求变的勇气， 抓改革、 促
发展、 惠民生、 强党建， 向着党的
十九大确定的宏伟目标破浪前行

本报今起推出《江南》系列专辑
江南不仅是地域概念， 也是文化概

念。 江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海派文化的源头，是上海擦亮文
化品牌的重要一环。

去年上半年，上海印发《关于全力打
响“上海文化”品牌 加快建成国际文化
大都市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了全面
打响“上海红色文化品牌、上海海派文化
品牌、上海江南文化品牌”的总目标。

同时， 江南文化也是长三角三省一
市共同的文化标识和精神家园。 在长三
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

研究江南文化、普及江南文化，使其成为
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坚实文化
支撑，就成了当务之急。

从今天起，本报正式推出《江南》系
列专辑，追溯江南文化的绵长源流，展现
江南文化的多元样貌， 聚焦学界对江南
文化的理论研究成果， 呈现作家对江南
人文的丰富情怀。 希望能够推动“江南”

二字从历史意识走向现代意识， 更深入
地挖掘梳理“江南文化”的历史内涵和当
代意义， 厚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宏阔的
人文优势。

荩 刊第十、十一版

“一团一策”奏响
院团深化改革的自信强音

荩 刊第九版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专题报道

跨越转型关口 激发创造活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综述

荩 刊第三版

生命面前，没法也不会计算成本
从“非典”到“超级细菌”，华山医院感染科党支部始终奋战在最前线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上海卫

生改革发展20件事” 评选中，“上海成

功抗击非典等传染病， 筑牢城市公共

卫生安全防护网”毫无悬念地锁定“第

一事”位置。“这件事之后，我国传染病

防控上了一个大台阶。”复旦大学附属

华山医院终身教授翁心华对记者娓娓

道来，一切仿如昨日。翁心华曾任上海

市“非典”专家咨询组组长。2003年迎

战“非典（SARS）”期间，上海创造了无

医护人员感染、无社区传播、无群体爆

发的“上海奇迹”，抗击重大传染病的

“上海模式”获得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肯

定。奇迹背后，离不开翁心华所在的华

山医院感染科党支部对于整个学科的

凝聚力和带动力。 茛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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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沉寂了 14 年的市场因一纸清单而彻底放开，

这让上海百家合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生来就带上了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开放”烙印。

就在五年前，这家由百视通（今东方明珠新媒体股

份有限公司）与微软共同成立的合资公司，成为了上海

自贸试验区挂牌当天入驻的首家企业，获颁“001 号”

外资备案企业证书。

五年之后， 从海外游戏引进来到本土作品走出

去———百家合正不断引入海外高质量游戏作品， 拓展

更多全球伙伴， 更着力把中国原创精品游戏推向国际

市场。

回顾与自贸区共同成长的经历， 百家合高级运营

经理朱颖感慨万千，“我们从第一个‘吃螃蟹’，让阔别

中国 14 年的游戏主机重新回归，到成为改革历程的见

证者、 参与者， 打造出游戏游艺主机产业的一块 ‘福

地 ’， 这都要归功于来自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

新———负面清单。 ”

“自贸区速度”：从8个工作日缩减到1个

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之前， 游戏机、 游艺机生

产、销售及服务是禁止外资进入的领域，更不可能设立

以游戏机、游艺机命名的外资公司。

2013 年 9 月，上海自贸试验区率先发布全国首张

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清单外实施备案制，并在服务业扩

大开放中明确 “允许外资企业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的生

产和销售”。

朱颖告诉记者，“借着上海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的

东风，百家合在 7 天内就完成了自贸区备案和注册，拿

到‘001 号’营业执照；同时，我们在自贸区独资设立的

游戏游艺设备公司也在半个月内设立完毕， 这些都是

‘自贸区速度’的直接体现。 ” 茛 下转第六版

华山医院感染科党支部老中青三代医学专家交流讨论。 本报记者 袁婧摄

荩 全文刊第二、三版

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强决心，更高举起改革开放大旗

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心无旁骛推动高质量发展

以“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深厚情怀，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以“弄潮儿向涛头立”的使命担当，为伟大事业掌舵领航

以“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宏阔格局，开辟大国外交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