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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云到阴 温度:最低14℃ 最高20℃ 偏北风3-4级
明天阴有中雨 温度:最低14℃ 最高16℃ 偏北风4-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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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最佳实践地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 蒋卓庆讲话

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 通讯员钟国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昨
天上午召开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常委会有关部署要求。 市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主任蒋卓庆主持会议并讲话。 茛 下转第七版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27日起举行
主任会议昨召开 蒋卓庆主持

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 通讯员宗原）市人大常委会昨天上午
举行第八十四次主任会议， 决定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
次会议于 10 月 27 日至 28 日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蒋卓庆主
持会议。 茛 下转第二版

抓实查纠整改各项重点任务
于绍良主持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会议

本报讯 昨天， 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传
达学习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政治建设专题会议精神， 部署下
一步工作。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绍良主持会议并讲话。

茛 下转第七版

全力以赴高质量完成安置工作
市转业军官安置工作会议召开 于绍良讲话

本报讯 市转业军官安置工作会议昨天召开，市委副书记于
绍良出席会议并讲话。 茛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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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徐晶卉）上海
安捷防火智能电缆有限公司昨天
拿到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注册许
可分局颁出的电线电缆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 这是上海全面实施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告知承诺改革
后的首张许可证，标志着本市“放
管服”改革“先行先试”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继 2018 年的食品相关产品、

2020 年的化肥产品采用告知承
诺审批制之后， 上海此次推出最
新改革举措，包括建筑用钢筋、水
泥、 广播电视传输设备等八类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核发也全部实
行告知承诺。

上海安捷主营业务之一是电
线电缆，公司技术经理杨泽强告诉
记者，过去办证需要跑几次，流程
繁琐，现在告知承诺申请材料和流
程都简化了，只需要在“一网通办”

上办理，大大减轻了企业负担。

改革后， 市场监管部门将原
来的简化审批、后置现场审批、告
知承诺审批统一为“告知承诺”一
种审批方式， 审批时限由原先常
规需要 30 个工作日压缩至 1 天，

对申请人自愿承诺符合许可条件
并按要求提交材料的， 当场作出
许可决定， 为企业申请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提供了极大便利，降
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

目前， 上海已经实现所有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不见面审批”

全程网办， 让企业做到足不出户
即可开办企业。 浦东新区市场监
管局注册分局注册二科科长袁洋
表示， 市场监管部门打通了业务
链条和数据共享堵点， 强化业务
协同， 并完成与国家政务服务平
台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对接， 目前
可实现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发
证、注销事项“跨省通办”，提升跨
区域政务服务水平。

企业获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更加高效便捷， 那么后续监管
跟上了吗？ 本市市场监管部门将
加强创新证后监管， 在作出准予
许可决定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

对企业实施全覆盖例行检查。 对
企业以欺骗、 提交虚假材料等方
式获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

一经发现， 立即依法撤销行政审
批决定，并予以从重处罚。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在全市层面全面实施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告知承诺改革， 意味
着上海在工业产品领域的 “放管
服”改革持续走在全国前列，进一
步优化了营商环境， 有利于充分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10 月
18 日，北京
冬奥会火种
在奥林匹克
运动的发祥
地———希腊
伯罗奔尼撒
半岛的古奥
林匹亚采集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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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届六中全会11月8日至11日召开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提请全会审议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8 日电 中共中央政
治局 10 月 18 日召开会议， 研究全面总结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 中共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
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 11 月 8 日至 11 日在
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 《中共中央关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

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
决议稿提请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

会议认为， 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 集
思广益， 广泛听取了党内外各方面意见和建
议。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当面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
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 各地区各部门
各方面和党的十九大代表对决议稿给予充分
肯定， 一致赞成决议稿的框架结构和主要内
容， 认为决议稿实事求是、 尊重历史、 主题
鲜明、 总结全面， 同时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
和建议。 决议稿吸收了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
意见和建议。

会议指出， 一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忠实

践行初心使命，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
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波
澜壮阔的壮美画卷， 使近代一百多年饱受奴
役和欺凌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 使具有五千
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

使具有五百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
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开辟出成功道路， 使新中
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
出光明前景。

会议强调， 在党的长期奋斗历程中， 以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推动革命、 建设、 改革取得了重大
成就、 积累了宝贵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积累了新
的宝贵经验， 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
大生机活力， 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

我国国际地位日益巩固，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 更为坚
实的物质基础、 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

庄严宣告，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会议指出， 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患、 死
于安乐， 常怀远虑、 居安思危， 继续推进新
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坚持全面从严
治党， 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断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忠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绘就了人类发展
史上波澜壮阔的壮美画卷，使近代一百多年饱受奴役和欺
凌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
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使具有五百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思
想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开辟出成功道路，使新中国大
踏步赶上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

■ 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
远虑、居安思危，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保持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
人民根本利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
美好生活而奋斗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

保持恢复态势！中国经济前三季度同比增9.8%
彰显强大韧性和活力，有能力有条件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任务

■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 2021 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初步核
算，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823131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 9.8%，两年平均增长 5.2%。主要宏观指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
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居民收入继续增加

■ 尽管三季度经济增速受到疫情、汛情以及基数升高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而有所回落，但我国经济发展还是表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全
年经济持续恢复、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态势不会改变，有能力、有条件完
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任务

荩 刊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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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简单”的工作做出了不简单的成绩
上海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徐玮十多年不忘初心为民服务

荩 刊第二版

致敬获奖者

心理东西本自同

让中国学跟上中国前进的脚步
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沪开幕 蒋建国发表主旨演讲 龚正致辞

鲁惟一、周锡瑞、叶嘉莹获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本报讯 在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
华诞之年， 以 “中国共产党·中国·世界”

为主题的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昨天在沪
开幕 。 中宣部副部长蒋建国发表主旨演
讲， 上海市委副书记、 市长龚正致辞。

蒋建国在主旨演讲中指出， 唯有从中
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壮阔历程 、 不朽功
业、 伟大精神中， 方能求得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能够成功 、 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规
律， 从而发挥学术研究鉴往知今、 资治济
世的重要作用， 更好地为当今全球治理提
供有益启示， 为人类美好未来提供思想启
迪。 希望全世界中国学研究者从中国共产
党治国理政的基本事实出发， 秉持客观、

理性、 公正的科学精神， 以洞察全球发展
大势的宏观视野和开放包容多元互鉴的发
展眼光开展研究， 让中国学跟上中国前进

的脚步 ， 为建设更加美好世界作出积极
贡献。

龚正在致辞时指出 ， 一百年来 ， 从
石库门到天安门 ， 从兴业路到复兴路 ，

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中国 ， 也深刻改
变了上海这座城市 。 我们坚信 ， 在前进
道路上创造了百年辉煌的中国共产党 ，

必将带领一个改革不停顿 、 开放不止步
的中国 ， 继续为世界未来发展提供更多
新机遇 、 注入更多新动力 。 我们希望国
际学术界透过上海这个重要窗口 ， 更好
地认识和研究中国 。 同时 ， 我们将进一
步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 ， 促进中外学者
加强沟通与合作 ， 创造出更多高价值的

学术成果 ， 努力使上海成为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中国学研究中心。

塞尔维亚前总统鲍里斯·塔迪奇作视
频演讲。 王灵桂、 谢尔盖·沙赫赖、 杜占
元、 夏泽翰、 张晓强、 郝福满、 张维为、

明竺等中外专家作了大会演讲。

茛 下转第二版

鲁惟一：充分领略了中国学
者对中国文明史研究的贡献，东西
方学者均从这些贡献中获益匪浅

周锡瑞：凭借各自不同背景、
以不同视角来探索和辩论并彼此
倾听，从而获得真知、为社会建立
共识，是历史学者的任务

叶嘉莹：新旧文明之间可以
互相增益，获得更丰富的内涵；不
管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心理上有
基本相同的地方

■文汇时评

中国学一定能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积极贡献

荩 详细报道刊第三、四版

■侧记

让中国观点变成世界语言成为国际共识

中国奇迹里蕴含深刻中国道理，中国故事中蕴含深刻中国哲理

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