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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 温度:最低27℃ 最高34℃ 偏东风4-5级
明天多云到阴 温度:最低28℃ 最高34℃ 东北风4-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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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推进“五个新城”总体城市设计
龚正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还研究进一步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等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 市长龚正昨

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强调按照

市委部署， 进一步加强本市法治政府建

设， 高质量推进 “五个新城” 总体城市

设计工作。

会议指出， 法治已成为上海的一张

“金名片”， 是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的重要依托， 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组成

部分。进一步加强法治政府建设，要强化

法治思维，始终做到“心中有法”，不断提

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

推动发展、化解矛盾、应对风险的能力。

要强化立法保障，力求做到“有法可依”，

将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放在重要位

置，集民智、聚民心、汇民力，不断提高立

法质量。 要强化依法行政，坚决做到“有

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持之以

恒推进执法队伍专业化、行为标准化、流

程信息化，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执

法活动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会议指出， 高起点、 高标准、 高质

量推进 “五个新城” 建设， 是构建上海

空间发展新格局、 打造未来重要增长极

的重中之重。 “五个新城” 已转入全面

建设、 加速推进的攻坚阶段， 要加快形

成细化的规划方案和操作路径， 抓好各

重点领域专项深化工作， 充分调动区里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要加快形成建设成

果， 既要在 “形” 上有看得见的成果，

也要在 “神” 上形成有显示度的功能，

塑造 “一城一意象” 的城市空间。 各区

要只争朝夕， 形成比学赶超氛围， 强化

阶段性节点目标， 加快项目实施落地，

为全市经济稳增长、 人才引进、 城市功

能强化、 软实力提升等发挥更大作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勇立时代潮头 再创历史伟业
举全市之力奏响高水平改革开放最强音
在动员大会上强调全市动员全面部署，全力推动《意见》加快落地落实 龚正主持 蒋卓庆董云虎出席

李强：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全面对标逐项落实，在新起点上坚定推进浦东改革开放再出发

本报讯 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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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大

会昨天上午在世博中心举行。 市委书记李

强在会上强调， 要深刻领会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浦东未来发展的战略擘

画，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 重要

讲话、 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在浦东开发开

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以勇

立时代潮头 、 再创历史伟业的壮志豪情 ，

全面贯彻落实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

领区的部署要求， 举全市之力奏响高水平

改革开放最强音， 奋力创造新奇迹、 不断

展现新气象 ， 努力交出一份无愧于时代 、

无愧于人民、 无愧于历史的满意答卷。

市委副书记、 市长龚正主持动员大会。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蒋卓庆、 市政协主席董

云虎出席。

李强指出， 党中央对新时代浦东改革

开放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 11 月专

程来沪出席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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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正式对

外公布。 茛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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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赶

考之路，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

最新公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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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上海和浦东新的重大任务、

历史使命、战略机遇，为全面提升城

市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影响力注

入了强劲动力。上海昨天用一场全市

动员大会，第一时间全面部署，全力

推动《意见》加快落地落实，举全市之

力奏响高水平改革开放最强音。

30 多年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国内改革风起云涌，党中央全面研判

国际国内大势，统筹把握改革发展大

局，向全世界打出“开发开放上海浦

东”这张王牌，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

向纵深推进的崭新篇章。

一路披荆斩棘， 一路雨雪风霜。

上海和浦东自觉担当起开路先锋角

色，用一次次破冰、一项项“第一”，让

一条条“浦东经验”走向全国，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供了最鲜

活的现实明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最生动的实践

写照。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放眼当今

世界，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

中国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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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关键时刻，党中央再次把目

光投向浦东，作出一系列具有引领性、

突破性、 支撑性的制度和政策创新安

排， 足以彰显上海在党和国家工作全

局中的特殊战略意义。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海和浦东

必须再次当仁不让，肩负起特殊重任。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 最

新的《意见》把浦东的新使命，放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中加以谋

划， 放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中予以考量。

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

和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作为世界观

察中国的一扇窗口，上海这座超大城

市必须始终葆有服务全国改革发展

大局的自觉，保持代表国家参与全球

合作与竞争的志气，以浦东更高水平

改革开放为引领，在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中更好发挥龙头辐射作用，打造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窗口。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海和浦东

也必须再次乘势而上，充分展现特殊

作为。

在创新发展上发挥引领作用、在

集成改革上发挥引领作用、在制度开

放上发挥引领作用、在功能打造上发

挥引领作用、在城市治理上发挥引领

作用……《意见》为上海和浦东新征

程上的改革探索指明前进方向，上海要谋定快动、只争朝

夕，把新蓝图转化为一张任务明确、目标精准的“施工图”。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

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

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唯有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

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

头，上海与浦东的实践才能持续不断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制度优势，生动全面地展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

国道路。

勇立潮头、再创伟业。 展望未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

信，在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壮阔征程上， 上海将凝聚起改革

发展的最大合力， 强化闯的勇气、 创的智慧， 勇闯新路、

勇攀高峰， 继续打好浦东这张 “王牌”， 奋力打开上海发

展新的战略空间， 释放上海发展新的强劲动力， 创造出

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 展现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新气象。

深刻领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浦东未来发展的战略擘画，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奋力打开上海发展新的战略空间，释放上海发展新的强劲动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着眼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重大战略部署，赋予上海和浦东新的重大
任务、历史使命、战略机遇，为全面提升城市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
影响力注入了强劲动力

要深刻认识肩负的重大使命、面临的重大机遇、承担的重大责任，
增强推进国家战略的政治自觉和历史担当，在新起点上坚定推进浦东
改革开放再出发，奋力打开上海发展新的战略空间，释放上海发展新
的强劲动力

■要在创新发展上发挥
引领作用，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
坚战，勇当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
先锋，为全国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给

■ 要在集成改革上
发挥引领作用，切实抓好综
合性改革试点，在改革系统集
成协同高效上率先试、出经验

■ 要在制度开
放上发挥引领作用，
在浦东全域打造特殊
经济功能区

■ 要在功能打造上发
挥引领作用，打造大平台、构
建大通道、当好大跳板，加快打
造功能高地，做强做优核心功能

■要在城市治理上
发挥引领作用，认真践行
“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努力成
为现代城市治理的示范样板

精神之源 精神标识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启示录

■ 伟大建党精神，犹如一块基石，支撑起 100
年来党的事业发展进步的巍巍大厦，成为中国共
产党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不同于其他任何政党
的精神标识

■伟大建党精神，犹如一颗火种，点燃了井冈
山上的星星之火、长征路上的熊熊火炬、宝塔山
上的闪耀红星……薪火相传，构建起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谱系

荩 刊第五版

上海健儿在全国学运会上勇夺71金
金牌、奖牌、总分三大榜单全面领先

第十四届全国学生运动会日前圆

满落幕。 历经十天的奋勇拼搏， 上海

代表团共取得 71 金、 44 银、 28 铜的

骄人成绩， 总奖牌数 143， 金牌 、 奖

牌、 总分三大榜单全面领先。

本届全国学运会上海代表团总人

数 491 人， 其中运动员 355 人、 领队

及教练 102 人、 团部工作人员 34 人，

共计 29 支队伍 ， 参加了决赛阶段所

有 12 个大项、 227 个小项的比赛。

上海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 华东

理工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同济大学

5 所学校荣获第十四届全国学运会

“校长杯”， 其中上海交通大学总分遥

遥领先， 稳居第一。

全国学运会是我国最高级别的学

生体育赛事。 本届全国学运会由教育

部 、 国家体育总局 、 共青团中央主

办， 青岛市人民政府、 山东省教育厅

承办 ， 共设游泳 、 田径 、 篮球 、 足

球 、 排球 、 乒乓球 、 健美操 、 武术 、

羽毛球、 帆船、 沙滩排球、 跳绳等 10

个大项 、 2 个小项 ， 分为大学甲组 、

大学乙组、 中学组 3 个组别。 来自 31

个省 （区 、 市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共 33 个代表团参

赛， 运动员、 教练员、 裁判员、 志愿

者 、 服务人员等总计超过 14000 人 ，

是规模最大、 参赛人数最多的一届全

国学运会。

茛 下转第六版

■本报记者 王星

加快把突破性政策化为“引领区”生动图景
“施工图”“任务书”明确，上海吹响落实《意见》行动冲锋号———

荩 相关报道刊第二至四版

浦东新区：正研究推出功能
引领六大行动计划

市发改委：推进重大改革试
点，聚焦首创性举措

上海海关：向制度开放转型，
助力打造新高地

浦东陆家嘴地区。 本报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