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的咖啡文化产业，
折射海派时尚产业属性的流变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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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谱写中朝友好合作新篇章
习近平致电祝贺金正恩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 1月11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致电金正

恩， 祝贺他在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

大会上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习近平在贺电中说， 欣悉朝鲜劳

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推举金正恩同志

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我谨代表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以我个人名义，

向总书记同志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

会致以热烈祝贺。

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对朝

鲜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作出一系列安排

和部署， 具有重大意义。 总书记同志

再次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最高领导

人， 充分体现了朝鲜劳动党全体党员

和朝鲜人民对总书记同志的信任、 拥

护和期待。 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

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朝鲜

劳动党和朝鲜人民将以这次大会召开

为契机 ， 奋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 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新的

更大成就。

中朝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

邻邦。 茛 下转第三版

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习近平：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 省部级主

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专题研讨班 11 日上午在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 开班 。 中共中央总书

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

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进入新发

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

格局， 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

辑、 历史逻辑、 现实逻辑决定的。 进入

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

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

的指导原则， 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

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要深入学习、

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准

确把握新发展阶段，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

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 “十四

五” 时期高质量发展， 确保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 起好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主持开

班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 汪

洋、 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 国家副主

席王岐山出席开班式。

习近平指出， 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

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 是我们

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 制定路线方针

政策的根本依据， 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

建设 、 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 。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

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 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

发展阶段。 作出这样的战略判断， 有着

深刻的依据。 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 同时是其中经过

几十年积累、 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

阶段。 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

来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

越的新阶段。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

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不懈奋斗， 我们已

经拥有开启新征程、 实现新的更高目标

的雄厚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不久， 我

们党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目标， 未来 30 年将是我们完成这个历史

宏愿的新发展阶段。

习近平强调， 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

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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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根据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统一安排， 国务

院第六督查组昨天来到上海

并召开工作衔接会。 督查组

组长、 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

主持会议并通报督查安排和

工作要求，上海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陈寅作表态讲话 ，

副市长宗明出席会议。

王炳南说，上海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

作， 把疫情防控作为一项重

大政治任务。 当前上海疫情

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形

势总体平稳，成绩来之不易。

此次专项督查重点围绕落实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四

方责任” 和重大风险点开展

督查， 主要包括落实个人防

护措施、降低感染风险，落实

社会、企业、事业单位“五有

一网格”防控措施，落实行业

防控责任、 减少人员流动和

聚集，落实地方政府责任、强

化防控工作领导， 做好境外

疫情输入“人物同防 ”，春节

前重点人群疫苗接种， 发热

门诊和医疗机构防控， 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场所隔离防护

等8方面内容。督查组将突出

重点， 尽量不干扰基层正常

工作， 努力实现提质增效和

基层减负并举。

陈寅说，市委、市政府对

督查组到上海进行实地督查

高度重视。 此次督查既是对

我们工作的有力监督， 也给

我们进一步查找问题、 补齐

短板、提升能力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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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

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

进入新发展阶段

■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
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新发展
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
性跨越的新阶段。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
年的不懈奋斗，我们已经拥有开启新征程、实现新的更高目标
的雄厚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党就提出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未来30年将是我们完成这个历史宏愿
的新发展阶段

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

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

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
同时，必须清醒看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虽然我国发展仍
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
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

1 ? 11 ?，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在

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开班。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

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

贯彻新发展理念

■ 从根本宗旨把握新发展理念。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
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
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

■从问题导向把握新发展理念。举措要更加精准务实，切
实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 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要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
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既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全
面做强自己

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构建新发展格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必须
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继续完成“三去一降一
补”的重要任务，全面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升创新能力、竞争
力和综合实力，增强供给体系的韧性，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
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

■ 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
强，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全面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部署，集合优势
资源，有力有序推进创新攻关的“揭榜挂帅”体制机制，加强创新
链和产业链对接。要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
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
费层次，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

■ 构建新发展格局，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具备强大
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要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
作和竞争新优势，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
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

回望“干沙滩”变“金沙滩”的筚路蓝缕
电视剧《山海情》今开播

以展现东西扶贫协作的“闽宁模式”为创作命题，聚焦宁夏西海固的脱贫一幕

“跺开西海固的一粒黄土， 半粒在喊

渴， 半粒在喊饿”， “一年一场风， 从春刮

到冬 ” ———这是曾经的 “中国贫困之冠 ”

宁夏西海固的真实记忆， 也是电视剧 《山

海情》 里触人心境的台词。

今天， 距离宁夏西海固历史性告别绝

对贫困， 刚过去了不足两个月时间， 电视

剧 《山海情》 踩着时代足音， 将于晚间黄

金档在东方卫视等全国五大卫视， 以及三

大视频平台开播。 该剧以展现东西扶贫协

作的 “闽宁模式” 为创作命题， 聚焦宁夏

西海固的脱贫一幕。 剧中的故事从上世纪

九十年代开始， 讲述西海固的移民们在国

家政策的号召下 ， 在福建的对口帮扶下 ，

不断克服困难， 通过劳动创造价值， 将飞

沙走石的 “干沙滩” 建设成寸土寸金 “金

沙滩” 的筚路蓝缕征程。

作为“理想照耀中国———国家广电总局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电视剧展播”

剧目，《山海情》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策划组

织指导，福建省广播电视局申报立项，宁夏

回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支持拍摄，正午阳光

出品。一批国产电视剧的中坚力量为这一重

大题材集结：高满堂任剧本策划，王三毛、未

夕、小倔、磊子、邱玉洁、列那编剧，孔笙、孙

墨龙执导，侯鸿亮任制片人，黄轩领衔主演，

演员表中还有张嘉益、闫妮、黄觉、姚晨、陶

红、王凯、热依扎、尤勇智、郭京飞、祖峰、白

宇等中青年实力派。

用 “众星云集” 来形容 《山海情》 的

阵容毫不夸张。 但在主创们看来， “闽宁

模式” 是中国奇迹的一个缩影， 是一个具

有现实意义的创作命题。 而该剧所展现的

脱贫故事， 不仅仅是在阐述一个地区的物

质发展、 精神发展历程， 还聚焦放大其中

“人 ” 的故事 。 所谓 “数星星 ” 的班底背

后， 真实的脱贫攻坚一线群像才是了不起

的主角。 朴实奋斗的当地百姓、 基层扶贫

干部、 福建帮扶干部、 专家以及各行各业

的真实的人， 都是演员们希望通过作品让

更多观众知晓的凡人英雄， 也是壮阔时代

下每一个具体细微的人的奋斗。

今晚开播的第一集将以影像复刻把观

众一同带回上世纪的西海固。 彼时， 宁夏

回族自治区为了让西海固贫困地区的老百

姓过上好日子 ， 实施 “吊庄移民 ” 政策 ，

动员乡亲们从山里头搬到银川附近的平原，

发展生产， 再建新家园。 但是， 他们移民

搬迁的目的地玉泉营， 并非一片已建成的

乐园， 而是块等待开荒拓土、 从零建设的

新家园。 弃家而投奔一片荒土， 这个看起

来不可思议的决定， 遭到了涌泉村吊庄户

集体 “潜逃” 回村的抵制。 政策怎么推进、

脱贫这场久久为功的战役怎么打， 成了当

时的难题、 今天戏剧的冲突点。

主演黄轩介绍，他饰演的马得福是一位

将青春献给脱贫事业的基层干部。他从农校

毕业的第一件事就是追回家乡涌泉村里“逃

跑”的吊庄户。然而，“蚊子都能把人给吃了”

“饿得直吐酸水” ……村民们不愿离开村子

的理由五花八门，马得福描绘的“塞上江南”

美好预想也还差得太远，搬迁动员迟迟没有

突破性进展。直到一群娃娃结伴走出大山的

举动震惊了村庄，“有奔头，就不算苦”的奋

斗激情点燃了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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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播剧《大江大河2》：
以生活大流量战胜娱乐小流量

荩 刊第五版 荩 刊第四版

电视剧 《山海情》 讲述西海固的移民们在国家政策的号召下， 在福建的对口帮扶

下， 将飞沙走石的 “干沙滩” 建设成寸土寸金 “金沙滩” 的筚路蓝缕征程。 （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