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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提升大都市治理能力
考察上海 強調深入學習貫徹四中全會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第二屆中國
國際進口博覽會（進博會）將於明日上午在上
海開幕。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
委主席習近平將出席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
屆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綜合頻道、新聞
頻道、外語頻道等電視頻道，中國之聲、環
球資訊廣播等廣播頻率，以及新華網將現場
直播。各新聞網站、新媒體平台同步轉播。
來自商務部的信息顯示，第二屆進博會參
展質量更高，世界500強和行業龍頭企業參
展數量超過首屆，「隱形冠軍」企業等優質

中小企業競相亮相，更多新產品新技術新服
務「全球首發、中國首展」，專（業）精
（品）尖（端）特（色）產品精華薈萃，
「展能」有望進一步提升。
各種跡象表明，「中國搭台、世界唱戲」的

進博會正在全面突破展覽的固有含義和邊界，
不僅在全球範圍內進一步密切了展覽與社會經
濟發展的聯繫，而且大大提升了展覽行業的社
會影響力，正在引起全球展覽界的關注。

貼近民生 兩擴容仍渴市
國際展覽業協會名譽主席、全國會展業標準

化技術委員會主任陳先進看來，進博會首先不

是單純的政府導向型展會，也不是單純的市場
需求型展會，而是「雙核」驅動，即市場有需
求、政府有導向。進博會的國家展以政府為主
推動，企業展則是按市場需求推動。
他舉例指，第二屆進博會與首屆相比，專
業劃分和市場貼近性更強，其中，消費、食
品、健康等板塊都與民生關係密切，有益於
更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也非常貼近市
場熱點，得到企業積極響應，雖經兩次擴
容，仍「一展難求」。
「這就帶來一個啟示，政府主導型的展會同

樣需要從市場的需求去考慮。國內一些政府主
導型展覽的組織者可以深入學習進博會辦展模

式，為未來更好辦展探索新路。」陳先進說。

帶動效應全面 完善會展制度
此外，據陳先進觀察，與國際一些展覽城

市的有限帶動效應不同，「進博會的帶動是
全面的」，對於政府行業管理服務水平提升
乃至營商環境改善都有幫助，對於促進地方
性乃至全國性會展法規制度的建立以及會展
行業指標的完善，也有積極促進作用。
以綠色展覽為例，長期以來一直是展覽行
業的「痛點」，進博會率先垂範，在推動展
商使用可以循環使用的環保材料方面已起了
一個好頭。

政府市場「雙核」驅動進博會

11月2日至3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和市長
應勇陪同下，深入上海楊浦濱江、古北社
區，就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
城市公共空間規劃建設、社區治理和服務等
進行調研，同基層幹部群眾親切交流。

待舊建築應如敬老
前日下午，習近平來到楊浦區濱江公共
空間楊樹浦水廠濱江段，結合視頻和多媒
體演示聽取黃浦江兩岸核心區45公里公共
空間貫通工程基本情況和楊浦濱江公共空
間建設情況匯報。
近年來，上海市推動黃浦江兩岸貫通及
濱江岸線轉型工作，楊浦濱江逐漸從以工
廠倉庫為主的生產岸線轉型為以公園綠地
為主的生活岸線、生態岸線、景觀岸線，
昔日的工業銹帶變成了生活秀帶，為上海
增添了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習近平指出，文化是城市的靈魂。城市
歷史文化遺存是前人智慧的積澱，是城市
內涵、品質、特色的重要標誌。要妥善處
理好保護和發展的關係，注重延續城市歷
史文脈，像對待「老人」一樣尊重和善待
城市中的老建築，保留城市歷史文化記
憶，讓人們記得住歷史、記得住鄉愁，堅
定文化自信，增強家國情懷。

城市建設堅持為民
習近平沿濱江棧橋步行察看黃浦江兩岸

風貌，了解人文歷史和城鄉變遷，走進雨
水花園實地考察城市環境綜合治理和海綿
城市建設等情況，並乘車沿途察看漁人碼
頭、楊樹浦港舊址等地標景觀，對楊浦區
科學改造濱江空間、打造群眾公共休閒活
動場所的做法表示肯定。
在參觀途中，遇到許多正在休閒健身的

市民，習近平同他們親切交談。習近平指
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為人
民。無論是城市規劃還是城市建設，無論
是新城區建設還是老城區改造，都要堅持
以人民為中心，聚焦人民群眾的需求，合
理安排生產、生活、生態空間，走內涵
式、集約型、綠色化的高質量發展路子，
努力創造宜業、宜居、宜樂、宜遊的良好
環境，讓人民有更多獲得感，為人民創造
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

勉老黨員多講歷史
位於浦江岸邊的人人屋黨群服務站是一

個開放式黨建服務平台，習近平向服務站
工作人員和居民詳細詢問這裡開展基層黨
建和公共服務情況。一位年近九旬的老黨
員、老勞模激動地向總書記介紹說，自己
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見證了上海從舊中
國到新中國、再到新時代的巨大變化，為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感到無比
自豪。習近平鼓勵她多向年輕人講一講，
堅定他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
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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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前日傍晚到長寧
區虹橋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調研。他指出，要推動城市
治理的重心和配套資源向街道社區下沉，聚焦基層黨建、
城市管理、社區治理和公共服務等主責主業，整合審批、
服務、執法等方面力量，面向區域內群眾開展服務。
古北社區居住着來自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居民。習近平

聽取社區開通社情民意直通車、服務基層群眾參與立法工作
等情況介紹，並同正在參加立法意見徵詢的社區居民代表親
切交流。他強調，你們這裡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建立的基層立
法聯繫點，你們立足社區實際，認真扎實開展工作，做了很
多接地氣、聚民智的有益探索。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
根本政治制度，要堅持好、鞏固好、發展好，暢通民意反映
渠道，豐富民主形式。

堅持呼應民眾需求
為方便居民生活，市民中心內設立了餐飲、醫療、法務

等各類專業服務機構。習近平逐一察看涉外人員服務窗
口、老年助餐點等，了解社區生活、文化、養老等便民服
務情況。在老年助餐點，習近平同正在用餐的居民熱情交
談，詢問飯菜可不可口、價格貴不貴、對社區便民服務還
有什麼新要求。
習近平指出，城市治理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現代化的重要內容。衣食住行、教育就業、醫療養老、文
化體育、生活環境、社會秩序等方面都體現着城市管理水
平和服務質量。要牢記黨的根本宗旨，堅持民有所呼、我
有所應，把群眾大大小小的事情辦好。要推動城市治理的
重心和配套資源向街道社區下沉，聚焦基層黨建、城市管
理、社區治理和公共服務等主責主業，整合審批、服務、
執法等方面力量，面向區域內群眾開展服務。要推進服務
辦理便捷化，優化辦事流程，減少辦理環節，加快政務信
息系統資源整合共享。要推進服務供給精細化，找準服務
群眾的切入點和着力點，對接群眾需求實施服務供給側改
革，辦好一件件民生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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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近日
在上海考察時強調，開展主題教育不能學歸
學、說歸說、做歸做，衡量實際成效的根本標
尺就是解決問題、推動事業發展。

要讓群眾感受到變化
習近平強調，要扎實推進黨的建設。各級
黨組織要在鞏固和拓展第一批主題教育成果
的同時，抓好第二批主題教育，並通過健全
制度、完善機制，使「不忘初心、牢記使
命」這個黨的建設的永恒課題、黨員幹部的

終身課題常抓常新。開展主題教育不能學歸
學、說歸說、做歸做，衡量實際成效的根本
標尺就是解決問題、推動事業發展。
第二批主題教育重點在基層，在群眾家

門口開展，更要求真務實，奔着問題去、
盯着問題改，讓群眾感受到新變化新成
效。各級領導幹部要勇於擔當、攻堅克
難，在改革發展穩定各項工作中經受嚴格
的思想淬煉、政治歷練、實踐鍛煉。要以
提升政治功能和組織力為重點，在強基
礎、補短板上下功夫，把基層黨組織建設

成為宣傳黨的主張、貫徹黨的決定、領導
基層治理、團結動員群眾、推動改革發展
的堅強戰鬥堡壘。
習近平強調，上海是我們黨的誕生地，黨成

立後黨中央機關長期駐紮上海。上海要把這些
豐富的紅色資源作為主題教育的生動教材，引
導廣大黨員、幹部深入學習黨史、新中國史、
改革開放史，讓初心薪火相傳，把使命永擔在
肩，切實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進程中奮勇爭
先、走在前列。

衡量主題教育成效標尺是解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近
日在上海考察時強調，要強化科技創新策源
功能，努力實現科學新發現、技術新發明、
產業新方向、發展新理念從無到有的跨越，
成為科學規律的第一發現者、技術發明的第
一創造者、創新產業的第一開拓者、創新理
念的第一實踐者，形成一批基礎研究和應用
基礎研究的原創性成果，突破一批卡脖子的
關鍵核心技術。
昨日下午，習近平聽取了上海市委和市政

府工作匯報，對上海各項工作給予肯定。他
希望上海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重大決策部
署，持之以恒，再接再厲，奮力創造新時代
新奇跡。
習近平強調，要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

四中全會精神，提高城市治理現代化水平。
要統籌規劃、建設、管理和生產、生活、生
態等各方面，發揮好政府、社會、市民等各
方力量。要抓一些「牛鼻子」工作，抓好
「政務服務一網通辦」、「城市運行一網統
管」，堅持從群眾需求和城市治理突出問題
出發，把分散式信息系統整合起來，做到實
戰中管用、基層幹部愛用、群眾感到受用。

要抓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
題，扭住突出民生難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
事情辦，一年接着一年幹，爭取早見成效，
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要履行好黨和政府的責任，鼓勵和支持
企業、群團組織、社會組織積極參與，發揮
群眾主體作用，調動群眾積極性、主動性、
創造性，探索建立可持續的運作機制。

臨港新片區須高水平開放
習近平指出，要深入推進黨中央交付給上

海的三項新的重大任務落實。上海自貿試驗
區臨港新片區要進行更深層次、更寬領域、
更大力度的全方位高水平開放，努力成為集
聚海內外人才開展國際創新協同的重要基
地、統籌發展在岸業務和離岸業務的重要樞
紐、企業走出去發展壯大的重要跳板、更好
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重要通道、參與國
際經濟治理的重要試驗田，有針對性地進行
體制機制創新，強化制度建設，提高經濟質
量。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要堅守定位，
提高上市公司質量，支持和鼓勵「硬科技」
企業上市，強化信息披露，合理引導預期，

加強監管。長三角三省一市要增強大局意
識、全局觀念，抓好《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
化發展規劃綱要》貫徹落實，聚焦重點領
域、重點區域、重大項目、重大平台，把一
體化發展的文章做好。
習近平強調，要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強
化全球資源配置功能，積極配置全球資金、
信息、技術、人才、貨物等要素資源，以服
務共建「一帶一路」為切入點和突破口，加
快提高上海金融市場國際化程度。要強化科
技創新策源功能，努力實現科學新發現、技
術新發明、產業新方向、發展新理念從無到
有的跨越，成為科學規律的第一發現者、技
術發明的第一創造者、創新產業的第一開拓
者、創新理念的第一實踐者，形成一批基礎
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的原創性成果，突破一
批卡脖子的關鍵核心技術。要強化高端產業
引領功能，堅持現代服務業為主體、先進製
造業為支撐的戰略定位，努力掌握產業鏈核
心環節、佔據價值鏈高端地位。要強化開放
樞紐門戶功能，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促發
展、促創新，勇敢跳到世界經濟的汪洋大海
中去搏擊風浪、強筋壯骨。

強化科創策源 突破核心技術瓶頸

習
近
平
：

■第二屆進博會將於明日開幕，目前各項
工作已準備就緒。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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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長寧區虹橋街道古習近平在長寧區虹橋街道古
北市民中心考察社區治理和服北市民中心考察社區治理和服
務情況務情況。。 新華社新華社

■■習近平在上海考察期間習近平在上海考察期間，，在楊在楊
浦濱江公共空間楊樹浦水廠濱江浦濱江公共空間楊樹浦水廠濱江
段與群眾親切交談段與群眾親切交談。。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