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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两会重要讲话精神

开放合作走活发展“新棋局”

两会前夕看落实

强军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主席擘画科技创新蓝图，为强军兴军注入了强大动力

在科技兴军实践中交出精彩答卷
荩 均刊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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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浙江省委书记 、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车俊， 省委副

书记、 省长袁家军率领的浙江省

党政代表团昨天来沪共商深化沪

浙两地合作， 携手落实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上海市委书

记李强， 市委副书记、 市长应勇

等出席沪浙两地领导座谈会， 并

共同见证小洋山港区综合开发合

作协议的签署。

李强代表上海市委 、 市政

府， 对浙江省长期以来给予上海

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和帮助表示

感谢 。 他说 ， 近年来 ， 浙江省

委 、 省政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高质量发展呈现良好态势， 各项

工作取得好成绩， 值得上海认真

学习。

李强指出， 当前， 上海正在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上海重要讲话精神， 奋力谱写上

海改革发展新篇章。 中央交给上

海的三项新的重大任务， 都与长

三角密切相关， 也是长三角三省

一市共同的发展机遇。 特别是落

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需要三省一市共同努力、 共同研

究、 共同推进。 上海将进一步强

化服务功能， 与浙江一起， 以此

次小洋山港区综合开发合作为契

机， 围绕共同落实国家战略， 开

展更加广泛、 更加深入的合作交

流。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全面

深化的关键阶段， 上海将与兄弟

省市主动对接、 紧密联动， 积极

探索一体化合作新领域新模式，

联动发挥各自优势形成更大效

益， 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动力。 希

望共同谋划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建设， 以一体化的创新

突破、 改革举措的系统集成， 努

力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打造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样

板间 、 一体化体制机制的试验

田和引领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

引擎 、 区域协调发展的全国样

本， 携手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 更好服务全国改革发

展大局。

车俊对上海长期以来对浙江

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 他说， 全

面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

略， 是浙江今年着重抓的三件大

事之一， 其中全面接轨融入上海

是重中之重。 我们全力支持上海

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将更加积极

主动地做好全面接轨融入上海的

文章， 不仅要陆上接轨融入、 也

要海上接轨融入， 不仅要空间上

接轨融入、 也要制度上接轨融入， 携手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

车俊说， 此次浙沪两大港口集团合作， 是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 将为洋山

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开辟新的空间。 希望浙沪双方以此为新起

点， 高水平推进洋山区域开发开放， 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 加强上海港与宁波舟山港的协同合作，

在布局优化、 资源共享、 政策一体化等方面取得更大实质性进

展， 协同推进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建设， 真正形成相得益彰、 相

互促进的世界级港口集群。 同时， 希望双方在自贸试验区战略

协同、 谋划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环太湖区域生态环

境建设、 嘉兴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建设、 推进 G60 科创走廊

建设、 长三角一体化轨道交通互联互通等方面加强合作， 实现

共赢发展。

会后， 沪浙两地领导共同见证上海国际港务 （集团） 股份

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小洋山港

区综合开发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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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岁著名歌唱家郭兰英唱响《我的祖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19年元宵晚会”用真情实感讴歌百姓美好生活

本报讯 （记者吴钰） 90 岁高龄的歌唱家郭兰英昨晚携

手张也、 周旋， 登上央视元宵晚会舞台， 唱响 《我的祖国》。

深情真挚的歌声甫一响起， 观众激动的心情已经按捺不住。

对不少人来说， 这首歌既是音乐的启蒙也是永恒的经典。

《我的祖国》 来自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电影 《上甘岭》。

1956 年， 电影的摄制接近尾声时， 词作家乔羽看到了样片，

十分感动。 在导演要求歌曲的艺术生命要比电影更经久不衰

的创作要求下， 他斟酌再三， 让全剧组苦等十多天， 才挥笔

写下 “一条大河波浪宽”。 主题曲诞生后， 挑选演唱者也曾

一波三折。 诸多请来的歌唱家， 试唱效果都不能服众。

郭兰英恰在此时， 经过乔羽的力荐， 得到了试唱的机

会。 只用一遍， 就以清脆的嗓音、 深情的演唱， 感动了所有

听众。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录音棚完成录制后， 第二天这

首歌曲就向全国进行了播放。 茛 下转第七版

决定任命宗明为上海市副市长
应勇列席并作议案报告 殷一璀主持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人事任免事项

本报讯 （通讯员龚宇一 记者祝
越）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昨

天举行， 审议并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任免

事项， 决定任命宗明为上海市副市长。

市委副书记、 市长应勇列席会议。 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听取了应勇市长作的关于提请

审议任命宗明同志职务的议案报告， 以

及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工委副主任冯

伟的相关审查意见报告。 常委会组成人

员分组审议了人事任免事项， 讨论了市

人大常委会 2019 年度工作要点 （草

案）。 经全体会议投票表决， 决定任命

宗明为上海市副市长。 随后， 新当选的

副市长宗明进行了宪法宣誓。

会议还对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团访问

巴西 、 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情况的报

告， 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团访问斯洛文尼

亚、 葡萄牙和日本情况的报告等进行了

书面审议。 茛 下转第三版

“我们看到了上海市场对全球的影响力”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四大战略任务”令人期待，外资企业表示———

2019 年一开年，上海吸引外资跨上新台

阶：1 月，本市新设外资项目 563 个，同比增

长 69.1%； 合同外资达到 100.97 亿美元，同

比增长 197.6%； 实到外资 14.22 亿美元，同

比增长 33.5%。

外商投资纷至沓来，有数量，更有质量。

专家认为， 外资在商务服务业和外资制造业

持续走强， 显示出上海产业转型升级的努力

深受认可；与此同时，上海在营商环境方面越

扎越稳的 “马步 ”和 2019 年的 “四大战略支

撑”，也让外资企业对上海的未来有了更加积

极的预期。

外资服务业、制造业“快马加鞭”

上海向来是我国吸引外资的高地和外商

投资的热土。根据市商务委的数据显示，2018

年，上海新设外资项目 5597 个，吸引合同外

资 469.4 亿美元，实到外资 173 亿美元，比上

一年分别增长 41.7%、16.8%和 1.7%，实现外

资项目数、合同外资、实到外资“三增长”，形

成高质量吸引外资新格局。

商务委外资处处长刘朝晖指出， 今年 1

月上海引进的外资不但项目数量多， 而且项

目质量高。与去年相比，外资服务业和外资制

造业均延续了增长势头， 茛 下转第三版

牢固树立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政策导向
21世纪以来第16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

新华社北京 2 月 19 日电 （记者高敬 董
峻）21 世纪以来第 16 个指导“三农”工作的

中央一号文件 19 日由新华社受权发布。

这份文件题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

意见》，全文共分 8 个部分，包括：聚力精准施

策，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夯实农业基础，保障

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加

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短板； 发展

壮大乡村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面深化

农村改革，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完善乡村治理

机制，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发挥农村党支

部战斗堡垒作用， 全面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

设；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落实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总方针。

文件指出， 今明两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决胜期，“三农” 领域有不少必须完成的

硬任务，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

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不动摇，进一步统一思想、

坚定信心、落实工作，巩固发展农业农村好形

势，发挥“三农”压舱石作用，为有效应对各种

风险挑战赢得主动， 为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奠定基础。

文件强调， 牢固树立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政策导向，优先考虑“三农”干部配备，把优秀

干部充实到“三农”战线， 茛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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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预防和应急管理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以新技术手段带动能力水平全面提升 市委中心组学习会听取专题辅导报告

李强：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

本报讯 市委中心组昨天下午举行学习

会， 听取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

会主任刘铁民关于坚持底线思维、 强化风险

意识， 做好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的专题

辅导报告。 市委书记李强主持会议并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进

一步增强责任感、 使命感和紧迫感， 牢牢守

住城市安全底线， 为改革发展营造和谐稳定

的社会环境。

刘铁民的辅导报告，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理论联系实际， 以丰

富的案例分析了重大事故灾难发生的本质原

因， 阐述了现代风险治理的有关理论、 方法

和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思想理念 ， 就

保障超大城市安全有序运行提出具体的对策

建议。

李强指出， 安全是一切工作的底线， 要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提高认识 ， 时刻绷紧城市安全这根

弦， 以更加强烈的忧患意识， 全面做好安全

防范和应急管理各项工作。

茛 下转第三版

■ 她用一次次能进入中国电影艺术殿堂的角色塑造 ，

拓宽了人们对中国电影的认知； 她在时间的暗流里一次次
奋力抗击， 照见了人们对世间真善美的渴望

秦怡：有一种美，对抗时间的销蚀

郭兰英与观众合唱《我的祖国》，激情澎湃，为人民歌唱，为时代留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供图）

故宫94年来首次晚间开放
“紫禁城上元之夜”点亮古老殿宇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公布
一部公德与法理交织的地方法如何诞生

■ 2018年上海两会期间， 垃圾分类就已成为代表委员的热议话题。 人大
代表厉明联合多名代表提交了 “关于建议制定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的议案———这是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最早雏形

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答记者问
■ 今年， 本市将以条例的实施为契机， 实现本市生活垃圾分类区域全覆

盖， 力争全市 70%居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现达标创建； 推进改造居住
区分类垃圾厢房和投放点 1.7万余个

荩 条例全文刊第四版

资料来源： 上海发布 制图： 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