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浦滨江全力争创人民城市建设示范区
“三年行动计划”发布，将打造科技创新高地、城市更新典范、社会治理样板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抖

落一身的工业锈迹，更好地向人民群众“生

活秀带”进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

贯彻杨浦滨江综合开发管理全过程。

杨浦区昨天发布的《杨浦滨江全力争创

人民城市建设示范区三年行动计划（2020—

2022 年）》（以下简称 “三年行动计划 ”）提

出，杨浦滨江要主动谋划、主动作为、主动创

新，推进最大规模的工业遗存转化和最大体

量的旧区改造，打造科技创新的高地、城市

更新的典范、社会治理的样板，使其成为人

民城市建设的示范区。

“三步走”描绘未来发展蓝图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考察上海时来到杨

浦滨江，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重要理念。认真践行这一重要理念，全

力争创人民城市建设示范区，“三年行动计

划”描绘了杨浦滨江未来发展蓝图———

到 2020 年底，实现秀带展新貌，公共空

间品质显著提升、生态环境更加优美、旧区

改造加速推进、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公共服

务设施布局持续优化；到 2021 年，以世界技

能大赛召开为契机， 全力打造世界级会客

厅，新增 2—3 处标志性文化、体育、旅游设

施，举办若干场重大节事活动；到 2022 年，

初步建成人民城市建设的示范区，建成一批

产业载体，集聚一批特色产业，引进一批创

新人才，并在城市治理方面形成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

实施一流功能提升行动，“三年行动计

划”提出，西部上海船厂组团出形象，充分发

挥核心区位优势，坚持整体开发，打造集文

化休闲、总部办公、生态居住于一体的滨江

国际创新带； 中部杨浦大桥组团出效益，依

托城市更新，打造集文化娱乐、科技金融、创

新博览于一体的在线新经济先导区； 东部

杨树浦电厂组团出载体， 以杨树浦电厂为

重点， 推进工业遗存转化，

茛 下转第六版

■本报记者 邵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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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打造精品工程更好造福人民
对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作重要指示
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日前对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首

批机组投产发电作出重要指示， 代表

党中央， 对首批机组投产发电表示热

烈的祝贺， 向全体建设者和为工程建

设作出贡献的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诚挚

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 乌东德水电站是实

施 “西电东送” 的国家重大工程 。 希

望同志们再接再厉， 坚持新发展理念，

勇攀科技新高峰， 高标准高质量完成

后续工程建设任务， 努力把乌东德水

电站打造成精品工程。 要坚持生态优

先、 绿色发展， 科学有序推进金沙江

水能资源开发， 推动金沙江流域在保

护中发展、 在发展中保护， 更好造福

人民。

乌东德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

电仪式 29 日以视频方式举行 ， 在

北京设主会场 ， 云南 、 四川等地设

分会场 ， 仪式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

指示 。

乌东德水电站位于云南省昆明市

禄劝县和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交界 ，

由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全面开工建设 ， 总装机容量

1020 万千瓦 ， 年均发电量 389.1 亿千

瓦时。 水电站全部机组计划于 2021 年

7 月前建成投产。

■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上海高校坚持
把 “四史” 学习教育融入课堂、 融入学科， 以
红色资源激活信仰担当 ， 以多样形式讲活历
史故事

■ 党群活动本来就是要加强党员和群众
的联系， 在人流聚集的公园内举行， 不仅不
怕 “围观 ”， 更是弘扬正能量 ， 向群众宣扬
“初心” 的好机会

荩 均刊第五版增强上海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沪苏通铁路明开通运营 上海至南通最快66分钟
荩 刊第三版

垃圾分类“新时尚”改变一座城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施行一年来，上海全民参与、全程发力收获明显成效

昨天一早，大雨如注。静安区城上城小区

内，居民陈阿姨一手撑着伞，一手拎着干、湿

两袋垃圾， 赶在投放点上午 9 点关闭之前把

垃圾扔掉。 这样的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垃圾的

自觉行动， 在过去一年里早已成为她的日常

习惯。

每个人的努力凝结成 2000 多万人的合

力，每户人家的行为扩展到千家万户的践行。

自去年 7 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

施行以来，上海在垃圾分类这件“小事”上，全

民参与、全程发力，可以概括为“加减乘除”和

“十百千万”。有法律法规支撑，有市民全员参

与， 有志愿者全程引导， 上海践行垃圾分类

“新时尚”的社会氛围越发浓厚。

从“他律”到“自律”的转变

垃圾分类能否成功，考验的是市民素质，

实现从“他律”到“自律”的转变。 这项“新时

尚”是一个以结果为主导的全民行动，论及成

效，可以用“加减乘除”来概括。

“加”体现在：资源化利用实现增量，截至

今年 5 月，全市可回收物回收量 6266 吨/日，

湿垃圾分出量 9796 吨/日， 有害垃圾分出量

3.1 吨/日， 分别同比增长 89.2%、58.9%和 18

倍。因为分类细致、纯度高、质量有保障，分出

的垃圾得到了更高效的资源化利用， 回收利

用率达到 35%。

“减 ”落实在 ：干垃圾处置量减量 ，降至

1.5 万吨/日，同比下降 25.4%；垃圾填埋处置

比例，从 41%下降到 20%。

“乘 ” 立足在 ： 垃圾分类社会效益倍

增， 市民基本养成生活垃圾分类习惯， 居住

区垃圾分类达标率从 2018 年的 15%倍增到

90%。

“除”着力在：环境污染点大幅减少，撤桶

并点、定时投放后，住宅小区环境改善；废物

箱减少后，道路公共场所环境卫生保持良好。

处置设施污染物排放明显下降， 以某焚烧厂

为例， 垃圾分类以后二噁英监测浓度在达标

排放的前提下 ，又下降约 90%，危险废物飞

灰比例从 2018 年的 2.3%下降至 1.7%。

十百千万，2000 多万市民一条心

立夏以来，天气逐渐闷热，难闻的气味成

为垃圾厢房的突出问题。 曹家渡街道主动出

招，对辖区内 92 个小区的垃圾厢房加装除臭

喷壶、破袋器、洗手装置“三件套”。 据保洁人

员介绍，除臭装置中一般装的都是消毒药水，

每天至少保证早晚两次除臭， 待气温攀升后

会增加除臭次数， 保证一年四季垃圾厢房都

没有异味。

茛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史博臻

推动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
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 增强党的意识政治意识规矩意识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
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

局 6 月 29 日召开会议， 审议 《中国共产党

军队党的建设条例》 和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

织选举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 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人民

军队建设发展的关键， 关系强军事业兴衰成

败，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制定《中国共产

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重要举措，对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

责制，对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确保有效履

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 确保人民军队永葆

性质、宗旨、本色，对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

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具

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 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

对领导，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持续

深化政治整训，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

可靠。 要坚持聚焦聚力备战打仗，把战斗力这

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贯彻到人民军队党的建

设全过程和各方面，推动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

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 茛 下转第三版

■ 制定《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对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对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确

保有效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确保人民军队永葆性质、宗旨、本色，对实现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要意义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 制定和实施《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是落实党要管党、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是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民主权利、规范基层党组织选

举的具体举措，对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

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

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

杨浦滨江公共空间杨树浦水厂滨江段。 本报新媒体中心 张伊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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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

视剧《光荣与梦想》将在横店开机，

该剧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命题并指

导推进，上海立项。在严格防控疫情

的前提下，这一剧组开工，拉开了近

百部电视剧献礼建党百年的新一轮

创作大幕。

2021年， 中国共产党将迎来百

年诞辰。为呈上荧屏厚礼，中国电视

剧的优秀团队、中坚力量、一线创作

者可谓精锐尽出。截至目前，已完成

拍摄和正在推进中的建党百年主题

电视剧近百部，形成“百年百部”创

作生产格局。 约50部重点剧目将从

2021年初起陆续与观众见面， 并贯

穿全年。

从着重讲述建党历程的 《红

船》、记录脱贫攻坚生动故事的《闽

宁镇》，到横跨百年党史各个历史时

期的 《理想照耀中国》《百炼成钢》

等， 这些重点剧目聚焦中国共产党

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壮丽历史， 从不同角度展

示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光辉历程、伟

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火热的夏天， 中国电视剧人正

以空前的主力阵容， 用心用情用功

投身创作。大家目标一致———明年，

以一幅理想照耀中国的荧屏长卷献

给党和人民。

从开天辟地到百年未
老的当下，回望“奋斗路正
长”的每一步

作为影视界党史、 军史的编剧

行家，赵宁宇为《光荣与梦想》设计

了别致的开头和结尾。 故事以1982

年为第一幕， 杨开慧烈士藏于故居

的手稿被发现， 其中一篇五言诗将

人们的思绪带回到1919年， 彼时，

毛泽东正发起湖南各界人士 “驱张

运动 ” 。 故事的最后 ， 画面将从

“1954年的国庆阅兵” 转入“2019年

的大阅兵”。

导演刘江告诉记者， 该剧基本

覆盖了20世纪前半程党史的重要节

点：中共一大、长征、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等。“剧中涉及的真实历史人物

超400人，全剧超700个场景，几乎用

全景式的手笔呈现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过程。 ”

同样令人关注的还有《红船》和

《数风流人物》等。在主创们看来，回

到开天辟地的原点、 以工笔画般的

细致重温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历程，

不同的剧作从各个角度在回答同一

个深刻命题———历史和人民为什么

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接续《光荣与梦想》的时间线，

《功勋》《公民》等剧，着重讲述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奋斗和努

力， 展示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建设

的生动景象；《大江大河2》《生命树》 等则落笔改革开放，记

录这场伟大变革为人民生活带来的翻天覆地变化；而《闽宁

镇》《大国担当》《石头开花》《我们的新时代》 等探入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其中，《闽宁镇》由高满堂任总策划、

导演孔笙挑大梁，以闽宁镇这一东西协作扶贫的示范镇，描

绘了不起的脱贫攻坚事业；《大国担当》由张黎执导、李向民

编剧，以中国援非医疗队抗击埃博拉病毒的过程为原型，传

递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细数 “百年百部” 的重点剧目， 如同翻开了党史相

册 。 这些作品将把观众引入时光长河， 回望 “奋斗路正

长” 的每一步。

从一代伟人到平凡英雄，定格风雨兼程
中一代代党员的不变初心

在时间线索之外，“百年百部”也是一部英雄谱，其上既

有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有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事业闯险滩、渡难关的无数平凡英雄。 茛 下转第二版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