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排头兵的姿态和先行者的担当
勇挑最重的担子敢啃最难啃的骨头

李强主持会议指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我们做好当前和明年工作、谋划“十四五”

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总纲领 应勇殷一璀董云虎尹弘出席

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对下一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行全面动员部署

本报讯 全市领导干部会议昨天上午在

上海展览中心举行。 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在第二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精神 ，

对全市下一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进行全面动员部署。 市委书

记李强主持会议并强调， 全市上下要认真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 增

强全面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 以排头兵的姿态和先行者的担

当， 勇挑最重的担子、 敢啃最难啃的骨头，

不辱使命、 不负重托， 奋力创造新时代上

海发展新奇迹， 努力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党

中央交出满意答卷。

市委副书记、 市长应勇 ， 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殷一璀， 市政协主席董云虎， 市委

副书记尹弘出席会议。

李强、 应勇在会上分别作了传达。

李强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工作

高度重视， 对上海人民十分牵挂， 对上海

城市充满深厚感情， 对上海发展寄予殷切

期望， 使我们倍受鼓舞、 倍感温暖、 倍感

振奋。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

深刻精辟、 情真意切、 语重心长， 为上海

发展把脉点穴、 指明方向， 具有很强的思

想性、 针对性、 指导性， 是我们做好当前

和明年工作、 谋划 “十四五” 乃至更长时

期发展的总纲领。 要进一步兴起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热潮 ，

与习近平总书记去年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紧

密联系起来， 深入系统学习、 认真组织宣

讲， 切实转化为推动上海改革发展的强大

动力， 更好汲取奋斗前进的精神力量 、 增

强克难攻坚的信心决心。 要以更加积极主

动的状态、 更加务实管用的举措， 逐项梳

理 、 逐一落实各项目标任务 ， 只争朝夕 、

真抓实干、 奋发有为。

李强指出， 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上海发展总体要求的领航指向， 更好

地服务全国改革发展大局。 要有更高的认

识站位和更强的能力本领 ， 胸怀大格局 、

具备大视野 、 谋划大手笔 、 展现大作为 。

把握 “两个大局”， 坚持 “四个放在”， 更

加坚定地服务国家战略， 更加自觉地代表

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面向全球 ， 要

敢于在强手如林中不断从跟跑、 并跑到领

跑。 面向未来， 要强化战略预判和前瞻布

局， 抢占发展的最前沿和制高点。 要大胆

解放思想， 勇于突破超越， 在谋划明年工

作和研究编制 “十四五 ” 规划的过程中 ，

敢于提出 “牵一发而动全身” “一子落而

全盘活” 的大手笔大战略， 积极推出一批

服务国家发展、 促进未来发展的大项目大

工程。 要围绕重点领域， 努力拿出一批突

破性、 引领性的改革成果， 取得一批硬碰

硬、 实打实的发展成绩， 形成一批可复制、

可推广的治理经验。

李强指出， 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上海城市治理的科学指导， 更加持续

深入地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要提高

思想站位， 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 充分认识城市治理的重要意义，

把规划建设管理、 生产生活生态、 审批服

务执法、 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各项工作放到

城市治理的系统工程中统筹谋划。 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 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

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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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关心人民空军建设发展纪实

认真做好总结表彰 发扬成绩凝神聚力
习近平对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成功举办作出重要指示

荩 刊第四版

习近平将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并赴巴西
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
新华社北京 11 月 7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7 日宣

布： 应希腊共和国总统帕夫洛普洛斯、 巴西联邦共和国总

统博索纳罗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11 月 10 日至 15 日

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 并赴巴西出席在巴西利亚举行的金

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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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光 照 耀 奋 飞 的 航 程
领航———擘画人民空军发展蓝图

塑魂———熔铸人民空军忠诚底色

催征———锻造人民空军胜战之师

嘱托———培育人民空军为民情怀

关怀———激励人民空军军心士气

全市上下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增强全面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以排头兵的姿态和先行者的担当，勇挑最重的担子、敢啃
最难啃的骨头，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奋力创造新时代上海
发展新奇迹，努力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交出满意答卷

■ 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海发展总体要求的领航
指向，更好地服务全国改革发展大局

■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海城市治理的科学指导，

更加持续深入地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 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项新的重大任务的战略

指引，更加卓有成效地推进国家战略落地落实
■ 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海城市核心功能的精辟

论断，更加精准施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海党的建设的重要指示，

更加积极主动地扛起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

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奋力创造新时代上海发展新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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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长三角首个“5G智
慧健康屋” 在浙江省嘉善县西塘
镇启用， 居民在健康屋里不仅能
借助人工智能 （AI）自测血压 、心
肺功能，还能通过5G网络 “连线 ”

上海医生———长三角跨域健康信
息互联互通在这里实现首个应用
场景落地 。日前 ，国务院批复 《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总体方案》，标志着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国家战略进入全面施工期 。

这个坐落于示范区核心位置的
“智慧健康屋”， 正是长三角区域
健康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生动缩
影———这一年， 长三角城市群的
医疗资源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
姿态加速融合， 为区域更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做加法”

而随着更多长三角医院开
业， 以及异地医保结算等体制机
制不断创新与突破， 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发展在健康领域的惠民成
效日益显著，民生获得感满满

政策“破冰”技术“加持”，

区域医疗保障融合发展

■文汇时评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迈入“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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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医院”渐次落地，

重塑区域医疗格局

整合优质医疗资源，

为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加分”

俄罗斯：两届进博会诚意满满
参展面积、企业数量和参展类别均较去年有明显增加和变化

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俄罗斯作为中国最大的邻国，对正在上

海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诚意满满。俄罗斯是连续两届进博会的

主宾国，今年俄罗斯同时参加了国家展

和企业展。其国家综合展和企业展的参

展面积、企业数量和参展类别均较上届

有明显增加和变化。

俄罗斯国家展参展规模
大种类多

第二届进博会中俄罗斯国家展展

位面积256平方米，分为动力机械、农业

机械、直升机和仪表制造，航天、珠宝、

森林和木材加工业，铝业、医药业、文化

艺术等几大领域，主要通过视频、模型、

虚拟现实等手段展示。

参展公司包括动力机械公司、引擎

制造联合公司、罗斯托夫农业机械制造

厂、国家数字技术公司、俄罗斯直升机

公司等大型企业。拳头展品有俄罗斯远

东发展部带来的阿穆尔天然气加工厂

模型；NAMI联邦联合公司展示的“金色

俄罗斯”AURUS Senat汽车模型； 联合

航空制造集团公司展示的俄制客机

MC-21模型等等。联合船舶公司展示的

俄罗斯核动力破冰船北极号ЛК-60Я模

型尤其引人关注。 北极号为双层破冰

船，深吃水时它可以冲破厚冰层，该船

可以在匀速行驶的情况下突破2.8-2.9

米厚的冰层， 浅冰时可以在河床上工

作， 茛 下转第四版

巴西：让更多农产品进入中国
各领域合作的高速发展带动中巴交流日益密切

作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

主宾国之一，巴西对于正在举行的第二

届进博会依然保持着高涨热情，加上不

久前巴西总统博索纳罗访华期间宣布

将对中国游客实行旅游免签，为中巴两

国关系的发展更添一把热情之火。近日

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驻巴西大使杨万

明，请杨大使就巴西参加本届进博会的

亮点进行解析。

杨万明指出，巴西工商界对在上海

举办的第二届进博会非常关注和重视，

在去年的进博会上， 巴西是主宾国，派

出大规模企业团参加。今年巴西也派出

了众多巴西工商界的重量级企业参展

本届进博会，他们期待通过本届进博会

进一步推销巴西产品，打开中国市场。

“近年来，中巴两国贸易保持着平

稳、快速和健康的发展势头，巴西是我

们在拉美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我们

也是巴西在全球范围内连续十年的第

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在今年已经

超过了1100亿美元。”杨大使表示。

采访中，杨大使还特别为中国消费

者介绍了巴西的特色产品。巴西被誉为

“世界粮仓、肉库”，是世界级农牧业生

产大国和出口大国。其牛肉、鸡肉、大豆

等农产品产量均居全球首位。 现在，越

来越多的巴西农产品销售到中国市场，

摆上了中国消费者的餐桌。今年，巴西

乳制品企业也已在华注册，今后中国消

费者可以在国内购买到巴西优质的奶

粉、奶酪、炼乳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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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孙昌洪

俄罗斯国家馆里，一位演奏者现场表演。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巴西是世界级农牧业大国，进博会上展出的美乃滋酱大受好评。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本报驻巴西利亚记者 张峻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