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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

■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也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 希望大
家认真总结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宝贵经
验， 夯实新时代多党合作的共同思
想政治基础，坚持好、发展好、完善
好我国新型政党制度。 要发扬长期
以来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 休戚
与共的优良传统，搞好政治传承，提
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能力。要加强
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努力培养造
就一支政治坚定、代表性强、品行良
好、 作风过硬的高素质代表人士队
伍， 为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打牢组织
和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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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
第二次全体会议今举行
上广东广上视东方网等直播

本报讯 （记者邵珍） 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第二

次全体会议将于今天下午 2 时举行， 听取市人大常委

会、 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上海人

民广播电台中波 990 千赫、 调频 93.4 兆赫， 东广新闻

台中波 1296 千赫 、 调频 90.9 兆赫 ， 上视新闻综合频

道、 法治天地频道， 东方网等主要网络新媒体以及上海

发布微博、 上海人大网将进行直播。

通过更好地发展实现上海新跃升
应勇尹弘等分别参加市政协专题会议

本报讯 （记者周渊） 市委副书记、

市长应勇， 市委副书记尹弘等市领导 1

月 28 日上午分别参加市政协十三届二

次会议专题会议， 围绕市委、 市政府重

点工作， 听取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 与

大家一起讨论交流。

在 “率先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专题会议上， 政协

委员们争相 “抢话筒”， 发言十分踊跃。

奚君羊、 张錡、 黄罗维、 徐大振、 张道

方、 刘成良、 徐滕岗、 姚莉、 王志麟、

陈刚等 27 位政协委员结合各自调研情

况， 围绕落实三项新的重大任务、 提高

城市经济密度、 推进科创中心建设、 促

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茛 下转第六版

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郊区农村
应勇参加闵行代表团审议指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 市长应勇昨

天下午参加闵行代表团审议时说，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

话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把工

作的出发点更多放在发展上，把工作的立

足点更多放在办好自己的事情上，把工作

的着力点更多放在抓落实上，以勇于担当

的精神和干劲，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

动城市精细化管理，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走稳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

近 3 小时的审议，现场气氛热烈，吴

建雄、曲峥、卢羿、唐曙建、张玉金、丁业

荣、宗文波、王忆卿、余梅、何曙光、奚漕

章等 11 位代表争相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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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党合作舞台广阔大有可为
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 汪洋韩正出席

习近平：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有着共同的理想也有共同的责任

新华社北京 1 月 28 日电 （记者林晖）

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己亥猪年春节即将到

来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8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

堂同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欢聚一堂 ， 共迎佳节 。

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 向各民主党派、 工

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

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

汪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

理韩正出席。

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 民盟中央主席

丁仲礼、 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 民进中央

主席蔡达峰、 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 致公

党中央主席万钢、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

华、 台盟中央主席苏辉、 全国工商联主席

高云龙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林毅夫、 王明明

等应邀出席。 应邀出席的还有全国政协副

主席董建华、 何厚铧、 梁振英， 已退出领

导岗位的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原

主席、 第一副主席和常务副主席。

高云龙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

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致辞 。 他表示 ， 2018

年， 全国上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

共中央坚强领导下， 有效应对外部环境深

刻变化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 朝着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了新的坚实步

伐。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各民主党

派、 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将继续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开展 “不忘合作初心， 继续携手前进”

主题教育活动， 茛 下转第七版

1 月 28 日，习近平、汪洋、韩正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党外人士欢聚一堂，共迎佳节。 新华社记者 燕雁摄

深化交流合作让中越友好薪火相传

习近平与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阮富仲互致新年贺信

新华社北京 1 月 28 日电 1 月 28

日 ， 中共中央总书记 、 国家主席

习近平与越共中央总书记 、 国家主

席阮富仲互致新年贺信。

习近平在贺信中表示， 值此己亥

春节即将来临之际， 我代表中国党、

政府、 人民， 并以我个人的名义， 向

你并通过你向越南党、 政府、 人民，

致以诚挚的新春问候和祝福 。 2018

年是中越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0 周年。 这 10 年里， 我们坚持弘扬

中越传统友谊 ， 加强交流 、 增进互

信， 相互支持、 携手互助， 加强对双

边关系的政治引领， 共同推动社会主

义事业发展。 我们深化两国各领域务

实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

习近平指出， 展望未来， 双方要

以更广阔的视野谋划两国关系发展蓝

图， 加强高层交往， 推进发展战略对

接， 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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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落实重大战略任务
昨参加政协专题会议围绕实施“三大任务、一大平台”意义怎么看机遇怎么抓工作怎么干坦诚交流 董云虎主持

李强：牢牢把握重大发展机遇，进一步强化对标意识，紧紧抓住创新这个关键，充分激发各方积极性

本报讯 市委书记李强昨天上午在参

加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全力实施‘三大

任务、一大平台’四大战略，推动改革开放

向纵深发展”专题会议时指出，落实好党中

央交给上海的三项新的重大任务， 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

越好， 是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的重中之重。

我们要牢牢把握重大发展机遇， 进一步强

化对标意识，紧紧抓住创新这个关键，充分

激发各方积极性， 努力为全国改革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

市政协主席董云虎主持会议， 市领导

诸葛宇杰、许昆林、王志雄出席。

近 3 小时的专题讨论中，屠海鸣、尧金

仁、陈大吾、杨德妹、薄海豹、钱世超、蒋惠

永、陈俊、周军、汪胜洋、丁祖昱、杨成长、李

军民、姚珩、游闽键、何少华、许刚等 17 位

政协委员争相发言， 围绕增设自贸试验区

新片区、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

试点注册制、 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

战略、加快推进“五个中心”建设、全力打响

“四大品牌”、加强制度供给、完善法治保障

等踊跃建言。李强仔细聆听记录，与大家互

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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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项新的重大任务连同进口博览会， 是国家进一步深化改

革开放的“组合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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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极大地拓展上海发展空间、增强发展

动力、重塑城市格局，推动创造新时代上海发展的新传奇。 中央把

这些重大战略任务交给上海，就是希望上海担当起使命任务、发挥

好平台功能，服务全国改革发展大局。 我们要立足世界变局，从服

务国家战略的高度，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形成合力

李强参加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专题会议。 陈正宝摄

增强创新策源能力
提高城市经济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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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市政协十三届

二次会议 1 月 28 日下午举行

第一次大会发言， 18 位政协

委员先后发言。 市委书记李

强出席会议， 认真聆听委员

们的意见建议。 市政协主席

董云虎主持。

市领导尹弘 、 郑钢淼 、

诸葛宇杰、 彭沉雷出席会议。

会场气氛热烈 ， 委员们

直陈意见建议。

胡卫委员代表民进市委

作 “发挥上海优势 ， 打造

‘技术转移之都’”、 汪胜洋委

员代表民建市委作 “自贸区

新片区， 新在哪里”、 陈永弟

委员代表特别邀请人士作

“提升 ‘上海购物’ 显示度和

获得感 ， 打造人人向往的

‘购物天堂 ’”、 左燕委员作

“把握历史机遇， 深化改革开

放， 进一步发挥上海服务国

家 ‘一带一路’ 建设桥头堡

作用”、 应仲树委员代表致公

党市委作 “关于率先建立长

三角营商环境一体化的建

议”、 张国正委员作 “加速城

市升级改造， 进一步优化上

海营商环境”、 姜海涛委员代

表市总工会作 “关于做好新

形势下稳就业促发展工作的

建议”、 凤懋伦委员代表市政

协提案委作 “应对养老新需

求， 完善服务夕阳红”、 李芬

华委员代表市政协社法委作

“关于深入推动 3 岁以下幼儿

托育服务健康有序发展的建

议”、 陆月星委员代表市政协

人资环建委作 “着力破解老

城厢历史风貌保护与民生改

善的复合性难题”、 顾德平委

员作 “让农民在乡村振兴中

真正富裕起来”、 顾祥林委员

代表民盟市委作 “对标世界

级城市， 提升长三角高等教

育的全球竞争力”、 叶强委员

代表农工党市委作 “ ‘长护

险’ 如何更精准发挥作用”、

游闽键委员代表无党派人士

作 “以智能化促精细化 ， 全

面提升上海公交运营能级的

建议”、 陈臻委员作 “深化智

慧公安建设， 提升社会治理

能力， 助力城市更有序更安

全更干净 ”、 石宝珍委员作

“提升北外滩地区能级， 构筑

浦江核心区 ‘等量金三角’”、 高向东委员代表市政协民宗

委和少数民族界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扎实做

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 金炜委员代表市政

协教科文卫体委作 “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对策和建议 ”

的发言。

市政协副主席方惠萍、 赵雯、 周汉民、 王志雄、 张恩

迪、 李逸平、 徐逸波、 金兴明、 黄震出席。

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大会发言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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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阅读，
把爱和美读进心里

两会关注

■ 有了上海书展、世界读书日，余岚委员

呼吁给儿童阅读也增加一些有仪式感的活动

一块有思想的“大海绵”
剧透城市绿化巧思

■ 陈永弟委员提案呼吁， 绣花式管理需

要同步前端开发、后端运维、全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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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现场

推动垃圾分类就是
新时尚的观念深入人心

荩 刊第三版

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释放社会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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