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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我军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上强调切实把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

习近平：落实“四个坚持扭住”要求，发扬优良传统，强化改革创新

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记者李宣
良 梅世雄） 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8日

至10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加强新时代我军

基层建设，是强军兴军的根基所在、力量

所在。 全军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新时代党

的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

方针 ，落实 “四个坚持扭住 ”要求 ，发扬

优良传统 ，强化改革创新 ，全面锻造听

党话、跟党走的过硬基层，能打仗、打胜

仗的过硬基层 ，法纪严 、风气正的过硬

基层，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坚实基础和

支撑。

8日下午4时许， 习近平来到京西宾

馆， 在热烈的掌声中， 亲切接见会议代

表，同大家合影留念。

习近平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他

首先强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学习贯彻全会

决定是当前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

全会决定专门用一个部分就坚持和完善

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 确保人

民军队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进行了

部署， 其中很多任务的落实要从基层建

设抓起。全军要结合我军实际，切实把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好、领会好、

贯彻好。

习近平指出， 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

和战斗力的基础。 我们党在建军治军长

期实践中始终高度重视基层建设， 我军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 ，

广大基层官兵作出了重要贡献。 无论形

势如何变化，依靠基层、建强基层这一条

永远不能丢。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和中央军委扭住党的组织抓基层 、扭

住战备训练抓基层、 扭住官兵主体抓基

层、扭住厉行法治抓基层，着力夯实政治

根基、加强练兵备战、重塑力量编成 、正

规建设秩序、纯正内部风气、激发动力活

力，推动我军基层建设取得长足进步。

习近平指出，这些年，强军兴军步伐

很快，我军基层建设在使命任务要求、建

设内涵、日常运行状态、部队组织形态 、

官兵成分结构、 外部社会环境等方面正

面临许多新情况新变化。茛 下转第三版习近平出席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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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市民朋友们：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

和周密部署下，在全国人民和各有

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市人民

的共同努力下，第二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

提出、 亲自部署推动的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 吸引了世界各国和企业

广泛参与， 成为全球贸易发展史上

的一大创举， 成为新时代国际合作

的又一重要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再

次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再

次向世界宣示了中国扩大开放的坚

定决心，发出了共建开放合作、开放

创新、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的倡议，

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第二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首届的基

础上实现了新的提升， 展览规模更

大，论坛层次更高，参展人员更多，

全球瞩目、盛况空前、成果丰硕。

在服务保障第二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过程中，按照习近平总

书记“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

好”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市人民识

大体、顾大局，以主人翁的姿态，全

力支持、积极配合、广泛参与。广大

工作人员勇于担当、 甘于奉献、连

续奋战，交出了优异答卷。全市上

下全力以赴、齐心协力，确保了博

览会期间场馆运行安全有序、道路

交通快捷顺畅、 市容环境整洁美

丽、城市服务精益求精，再次在全

球聚光灯下展现了 “海纳百川、追

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

市精神和“开放、创新、包容”的城

市品格，为上海赢得了赞誉，为城

市增添了光彩。在此，谨表示衷心

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

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上海更

加美好的明天需要全市人民的共

同努力、接续奋斗。站在新时代新

起点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和考察上海重要讲话

精神，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坚持以开放促改革、

促发展、促创新，加快建设“五个中心”，全力打响“四大品

牌”，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不断提升城市能级

和核心竞争力， 努力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奋力创造新时代上海发展新奇迹！

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

2019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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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上

海考察时指出， 设立科创板

并试点注册制要坚守定位 ，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支持和

鼓励“硬科技”企业上市，强

化信息披露，合理引导预期，

加强监管。

服务于真正的
科技创新企业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 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

存， 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带来重大机遇。 科创板是创

新驱动和科技强国的重大举

措。截至11月8日，科创板已

经有50多家公司挂牌交易 ，

开局良好， 发行市盈率总体

合理，符合市场预期。科创板

的新股发行节奏趋于常态

化，市场投资趋于理性。科创

板支持了一批符合科创定位

的企业上市， 以直接融资方

式推动科技创新的新效果初

步显现。

科创板的定位是支持科

创型企业上市 。 截至11月4

日，科创板已受理170家科创

企业提交发行上市申请 ，78

家已提交证监会注册。 科创

板对科创企业的制度包容性

正不断落地。 例如， 科创板

170家受理企业中就有9家企

业最近3年未盈利。已存在没

有营业收入的生物医药企

业、红筹企业、特别投票权企

业通过了交易所的发行上市

审核。科创板姓“科创”，服务

于真正的科技创新企业 ，对

发行人是否符合科创板定位

进行正确的评估， 对那些明

显不符合科创板定位的企业

终止发行上市审核。 将科创

板制度的包容性通过信息披

露，贯穿于发行上市审核、发

行承销定价、 上市后持续监

管的全过程。 在降低和简化

部分发行上市门槛的同时 ，

强化了发行上市中的信息披

露， 尤其是企业科技创新领

域和技术先进性等方面信

息。发行人要“讲清楚”、投资

人要“想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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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锻造听党话、跟党走的过硬基层，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
导直达基层、直达官兵

■ 要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使基层真正做到召之即
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 要锻造法纪严、风气正的过硬基层，以严明的法治和纪律凝
聚铁的意志、锤炼铁的作风、锻造铁的队伍

■上海科技系统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纷纷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为行动指南，加快建设科技
创新中心，着力提升科技创新策源
能力

不负“四个第一”嘱托
实现“从无到有”跨越

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 徐晶卉）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昨天圆

满落幕， 记者从新闻通气会上获悉，

本届进博会累计意向成交711.3亿美

元，比首届增长23%。

本届进博会紧紧围绕 “办出水

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的总要求和

主场外交定位，延续“新时代，共享未

来”的主题，共吸引181个国家、地区

和国际组织参会，3800多家企业参加

企业商业展，超过50万名境内外专业

采购商到会洽谈采购，展览面积达36

万平方米。截至昨天中午12时，进博

会累计进场超过91万人次。

与首届进博会相比，本届进博会

企业商业展在规模、质量、布展水平

等方面均实现了新突破 。 据初步统

计， 全球或中国大陆首发新产品、新

技术或服务达391件，高于首届。进博

会正逐步成为各行业新产品、新技术

发布和交易采购的首选平台。

另据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

长孙成海昨天介绍，截至目前，已有

230多家企业签约报名第三届进博会

企业商业展， 展览面积超过8.4万平

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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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就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生动图景
进博会意向成交711.3亿美元， 比首届增23%，

230多家参展企业已签约报名第三届

巴西明年将以更大规模和热情参展
巴西农业部长接受本报驻巴西利亚记者专访

当地时间

11月 8日 ， 巴

西农业部长特

蕾莎·克里斯

蒂娜就第二届

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接受了

本报驻巴西利

亚记者专访。 克里斯蒂娜告诉记者，

巴西非常重视进博会 ， 也将继续参

加未来的进博会及相关活动 。 “受

政府更迭等因素的影响 ， 我们认为

巴西今年参加进博会的规模还不

够大 。 毫无疑问的是 ， 明年我们

将以更大的热情和规模来参与进

博会 ， 实际上我们已经在为此作

准备了 。”

克里斯蒂娜指出 ， 农产品是中

巴合作的重要领域， 牛肉是巴方最

想向中国消费者推荐的产品 。 “在

巴西对华出口牛肉方面 ， 我们想要

做到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提升———希

望向中国消费者提供营养健康又安

全放心的牛肉产品。 目前中国市场

对肉类产品的需求量较大 ， 而牛肉

恰恰是巴西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势产

业。 巴西已经准备好了响应中国的

需求， 向中国人民提供最好的产品。

我们已经同中国签署了加工肉产品

贸易协定并开始向中国出口相关产

品， 我也相信未来还将发掘出更多

可同中国进行贸易的高价值农产品。

今年5月， 我对中国的访问中， 还同

中方讨论了关于鱼类贸易的事宜 ，

我们也希望向中国的鱼类产品开放

巴西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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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巴西利亚记者 张峻榕

进博会国家展延展 六大看点引人注目
荩 相关报道、参观攻略刊第五版

展商、客商们走出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第二届进博会圆满落幕，但进博故事仍在继续。 本报记者 袁婧摄

习近平抵达希腊开始国事访问
期待一道推动中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新的篇章

新华社雅典11月10日电 （记者于
帅帅 李建敏）当地时间11月10日晚，国

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雅典国际机

场，开始对希腊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专机舱

门，希腊外长登迪亚斯等政府高级官员

在舷梯旁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地毯两

侧，行注目礼。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向希腊政府和希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

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希腊拥有悠

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

出了杰出贡献。 中希文化交相辉映，友

好交往源远流长。作为文明古国，中希

双方均支持文明交流对话，推动不同文

明和谐共生。近年来，中希关系保持高

水平发展，两国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

信不断深化，以比雷埃夫斯港项目为标

志的中希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

硕，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密切

沟通和协调，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

荣作出了贡献。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希都处在各

自发展的关键阶段， 深化双边关系、扩

大务实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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