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祝越 唐玮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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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做强创新引擎， 打造自主
创新新高地”， 日前公布的 《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
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
区的意见》 把 “创新” 置于极为重要
的位置。 连日来， 浦东新区广大干部
群众持续深入学习 《意见》， 大家表
示， 要全面系统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
《意见》 各项部署要求， 大力弘扬上
海城市精神 、 城市品格和浦东开发
开放形成的 “三股气”， 为浦东打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贡献力
量 ， 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再
立新功。

深化科技创新体制
改革的发展路径

上海科创办执行副主任、 浦东新
区区委常委彭崧说， 《意见》 明确提
出， 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
领区的目标之一， 就是建设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核心区， 并且强调加快关键
技术研发 、 打造世界级创新产业集
群 、 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发展
路径 ， 这为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清晰
的方向。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发展 “十四
五” 规划》 以及 《关于促进本市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 日前正式发布： 到 2025 年， 张
江科学城将打造成为大师云集的科技
创新策源地、 硬核主导的高端产业增
长极、 共治共享的创新生态共同体、

活力四射的国际都市示范区。 张江高
新区将率先成为全国创新驱动发展示
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基本建成
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高科技园区。

彭崧表示，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核心区， 是党中央交给张江的光荣任
务 ， 是科学城肩负的 “双重使命 ”。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 《意见》 的精神
内涵， 全面贯彻中央的战略意图， 抓
住机遇、 乘势而上， 集中发力、 聚焦
突破， 奋力担当国家使命， 率先彰显
城市软实力， 争当科技创新的时代标
杆， 勇当科技创新国内大循环的中心
节点、 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的主
力军、 先锋队， 为浦东打造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引领区贡献力量， 为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再立新功。

浦东新区副区长吴强表示， “引
领区” 《意见》 给予了浦东新的战略
定位， 赋予了浦东新的战略使命， 接
下来要加强学习、 消化、 贯彻， 让更
多的科研机构 、 企业 ， 更多的科学
家、 科技工作者、 企业家、 创业者了
解政策， 落实各项举措， 从中寻找能与浦东未来发展共同奔跑
的合伙人， 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

努力构建科技创新“双向链接”快车道

对于浦东科创企业而言， 《意见》 囊括了丰富且实实在在
的 “政策红利”， 将助力科创企业释放更大创新能量。 在加快
关键技术研发方面， 《意见》 提出， 研究对用于临床研究的药
品免征进口环节税。 允许有条件的医疗机构按照相关要求开展
自行研制体外诊断试剂试点。

“此次公布的 《意见》 中， 一些政策含金量极高， 对于医
药产业具有特别的意义。” 华领医药董事长陈力说 ， 《意见 》

中明确聚焦集成电路、 生命科学、 人工智能等领域， 布局建
设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国家科技创
新基地 ， 以及提出了相关的产业人才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 ，

“这将有助于营造符合高科技创新产业加速发展的产业环境
和创新高地， 对实现硬核的创新重大突破， 具有引领和示范
意义”。

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方面， 《意见》 强调， 优化创新创
业生态环境， 疏通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双向链接的快
车道。 茛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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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昨播发钟华论文章《论伟大建党精神》

伟大的精神之源，奋进的磅礴力量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

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
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
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
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伟大建
党精神，在 9500 多万名党员、14 亿多
中国人民心中激荡起继往开来、砥砺奋
进的磅礴力量

■ 32 个字，浓缩百年奋斗，揭示
历史真谛。这是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
政党的精神史诗，这是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豪迈
宣言

■ 5年前的7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考察时指出“社会主
义是干出来的”。去年6月，在宁夏吴忠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夏日的塞上江南，生机盎然，总书记的殷
殷嘱托，正化作奋起实干、行而不辍的强大动力

幸福生活在奋斗实干中“升级”

荩 刊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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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读懂中国共产党就要读懂伟大建党精神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之五

炎炎夏日，校园“好去处”让孩子们直呼带劲
在操场“野蛮体魄”，在辩论台做“思维体操”，在实验室探索自然奥秘……

连日气温走高，烈日当头。在黄浦区蓬
莱路第二小学的绿茵场上，一群足球小将正
全力以赴地颠球、带球、折返跑……好几个
男生虽已晒得黝黑，挥汗如雨，却照样乐此
不疲。在蓬莱路二小“蓬莱小镇”夏令营里，这
几天，已有200多名学生分批次参加了暑期足
球训练，在球场上尽情奔跑、“野蛮体魄”。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今年暑假，申城不
少中小学都打开校门，为学生定制不少“好
去处”，以多姿多彩的活动增强假期的趣味。

绿茵场上挥汗如雨，出
一身汗的感觉真不错

今年暑假，“蓬莱小镇”按照惯例向学生

敞开大门。每天上、下午的两个时段，都有教
练带领学生开展足球训练。为此，学校还专
门开放了一间教室作为休息室，供足球小将
们休息，空调、饮用水等一应俱全。

绿茵场上，个子不高、扎着两根小辫子
的一年级学生黄希诺是为数不多参与足球
训练的女孩之一。“大夏天在户外出一身汗
的感觉，真不错！”黄希诺此前身体抵抗力较
差、时常生病，在父母建议下尝试户外运动

强身健体。尽管是第一次接触足球，但短短
几天，她已彻底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除足球小将，“蓬莱小镇”夏令营还吸引
了一批乒乓球爱好者。四年级学生陈紫涵打
了3年多乒乓， 今年一如既往地投入到学校
的假期乒乓训练之中。“我打乒乓球比赛成
绩还不错，但最重要的是，我从中获得了无
数快乐。” 能在假期里巩固提升自己最爱的
体育项目，让她兴奋不已。 茛 下转第四版

在蓬莱路二小的“蓬莱小镇”夏令营，学生们积极参加乒

乓球训练。 蔡维帅摄

■本报记者 王星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是
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一路走来，在斗
争和实践中所形成的宝贵精神品格
和精神财富。
即日起，本报在“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栏目下开设“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谱系”子栏目，深入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的重要论述，更阐释精神的现实意
义。通过回溯这些精神所产生的历史
背景、形成过程，深入挖掘其丰富内
涵和时代价值，系统展示其现实意义
和重要作用，更好地激励和动员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开
拓进取攻坚克难，为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不懈奋斗。

开栏的话

每个奋斗故事，正是
伟大建党精神的炙与热

每个发展奇迹，就是
伟大建党精神的实与力

转版导读

上海：伟大建党精神铸就人民城市
在新的赶考路上再起宏图再创奇迹

上海的红色足迹、奋斗故事、发展奇迹，凝结成理解伟大建党精神明晰而
生动的逻辑主线，更成为城市不断发展的坚实底气和动力源泉

兴业路东头，太平湖畔，中共一大纪念
馆自今年6月3日开馆以来，已有超过30万人
次参观者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 参观瞻仰、

探寻感悟中国共产党这一百年大党开天辟
地的伟大开端。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坚持真理、坚守
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
斗争 ，对党忠诚 、不负人民 ”的伟大建党精
神，并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这
让人们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展开

孜孜探求。

上海，红色之城、光荣之城，612处红色
遗址、旧址、纪念设施和场所遍布大街小巷。

它们，关系着中国共产党创建及早期发展的
渊源与根脉；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
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更孕育起一
种强大精神伟力，融入城市血脉，一路向前。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百年间，上海这
座城市中的红色足迹、奋斗故事、发展奇迹，

凝结成为今天人们探究、理解、把握伟大建
党精神的一条明晰而生动的逻辑主线，更成
为一座城市不断发展的坚实底气和动力源
泉，成为人们勇于斗争开创未来的最有力的
“思想武器 ”和 “精神利器 ”。用历史映照现

实、远观未来，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每个红色足迹，都是
伟大建党精神的源与流

上海， 见证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孕育、产
生和发展。

百年前，南昌路100弄2号，中国共产党
第一个早期组织成立。此后遍布整个上海的
红色足迹，几乎都由这里起步。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什么好， 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
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

辑部）旧址展陈墙上，很多参观者都被这样
一幅画面所触动———1920年9月1日第八卷
第一号的《新青年》封面上，以地球作背景东
西向伸来的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

茛 下转第五版

■本报记者 顾一琼
见习记者 王宛艺

晨光中的中共一大会址。本报记者 陈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