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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11

月

3

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近日在上海考察时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 加大推进三大攻坚战力

度，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妥善

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勇挑最重担

子、敢啃最难啃的骨头，着力提升城市

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

平。

11月2日至3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和市长

应勇陪同下，深入上海杨浦滨江、古北

社区，就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建设、社区治

理和服务等进行调研，同基层干部群众

亲切交流。

2日下午， 习近平来到杨浦区滨江

公共空间杨树浦水厂滨江段，结合视频

和多媒体演示听取黄浦江两岸核心区

45公里公共空间贯通工程基本情况和

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建设情况汇报。 近年

来，上海市推动黄浦江两岸贯通及滨江

岸线转型工作，杨浦滨江逐渐从以工厂

仓库为主的生产岸线转型为以公园绿

地为主的生活岸线、生态岸线、景观岸

线， 昔日的工业锈带变成了生活秀带，

为上海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习近

平指出，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城市历史

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

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 要妥善处理

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

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

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

忆，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坚

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

习近平沿滨江栈桥步行察看黄浦

江两岸风貌， 了解人文历史和城乡变

迁，走进雨水花园实地考察城市环境综

合治理和海绵城市建设等情况，并乘车

沿途察看渔人码头、杨树浦港旧址等地

标景观， 对杨浦区科学改造滨江空间、

打造群众公共休闲活动场所的做法表

示肯定。 在参观途中，遇到许多正在休

闲健身的市民， 习近平同他们亲切交

谈。 习近平指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

民城市为人民。 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

市建设，无论是新城区建设还是老城区

改造，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

民群众的需求，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

态空间，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高

质量发展路子，努力创造宜业、宜居、宜

乐、宜游的良好环境，让人民有更多获

得感， 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

活。

位于浦江岸边的人人屋党群服务

站是一个开放式党建服务平台，习近平

向服务站工作人员和居民详细询问这

里开展基层党建和公共服务情况。 一位

年近九旬的老党员、老劳模激动地向总

书记介绍说， 自己是土生土长的上海

人， 见证了上海从旧中国到新中国、再

到新时代的巨大变化，为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感到无比自豪。 习近

平鼓励她多向年轻人讲一讲，坚定他们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临近傍晚，习近平来到长宁区虹桥

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调研。 古北社区

居住着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

习近平听取社区开通社情民意直通车、

服务基层群众参与立法工作等情况介

绍， 并同正在参加立法意见征询的社

区居民代表亲切交流。 他强调， 你们

这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建立的基层立

法联系点， 你们立足社区实际， 认真

扎实开展工作， 做了很多接地气、 聚

民智的有益探索。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要坚持好、

巩固好、 发展好， 畅通民意反映渠道，

丰富民主形式。

为方便居民生活，市民中心内设立

了餐饮、医疗、法务等各类专业服务机

构。 习近平逐一察看涉外人员服务窗

口、 老年助餐点等， 了解社区生活、文

化、养老等便民服务情况。 在老年助餐

点， 习近平同正在用餐的居民热情交

谈，询问饭菜可不可口、价格贵不贵、对

社区便民服务还有什么新要求。 习近平

指出，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衣食住

行、教育就业、医疗养老、文化体育、生

活环境、社会秩序等方面都体现着城市

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要牢记党的根本

宗旨，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把群众

大大小小的事情办好。 要推动城市治理

的重心和配套资源向街道社区下沉，聚

焦基层党建、城市管理、社区治理和公

共服务等主责主业，整合审批、服务、执

法等方面力量，面向区域内群众开展服

务。 要推进服务办理便捷化，优化办事

流程，减少办理环节，加快政务信息系

统资源整合共享。 要推进服务供给精细

化， 找准服务群众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对接群众需求实施服务供给侧改革，办

好一件件民生实事。

离开社区时，居民们热情聚拢在路

边，争相同总书记握手道别。

3日下午， 习近平听取了上海市委

和市政府工作汇报，对上海各项工作给

予肯定。 他希望上海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持之以恒，再接再厉，

奋力创造新时代新奇迹。

习近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提高城市治理现

代化水平。 要统筹规划、建设、管理和生

产、生活、生态等各方面，发挥好政府、

社会、市民等各方力量。 要抓一些“牛鼻

子”工作，抓好“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坚持从群众需求

和城市治理突出问题出发，把分散式信

息系统整合起来， 做到实战中管用、基

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 要抓住人

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扭

住突出民生难题，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

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争取早见成效，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安

全感。 要履行好党和政府的责任，鼓励

和支持企业、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积极

参与，发挥群众主体作用，调动群众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探索建立可持续

的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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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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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日上午在

上海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

发表主旨演讲。

届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

道、新闻频道、外语频道等电视频道，中

国之声、 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

及新华网将现场直播。 各新闻网站、新

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习近平将出席第二届进博会

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广播电视新闻网站现场直播

据新华社电

近日， 中共中央印发了

《中国共产党党校

（行政学院）

工作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党校

（行政学院）

工作是

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发

挥党校

（行政学院 ）

作用是党的优良传

统和政治优势。《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是新时代党校

（行政学院）

工作的

基本遵循。

通知强调，《条例》 的制定和实施，

对于加强党对党校

（行政学院 ）

工作的

领导，充分发挥党校

（行政学院）

干部培

训、思想引领、理论建设、决策咨询作

用，培养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

业化干部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

（党组）

要充分认

识做好党校

（行政学院）

工作的重要性，落

实办学治校的主体责任，抓好《条例》学习

宣传、贯彻落实和督促检查，确保党中央

关于党校

（行政学院）

工作的重大决策部

署落到实处。 各级党校

（行政学院）

要认

真贯彻落实《条例》，牢牢把握党校姓党

根本原则， 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和水平。

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条例》中的重要

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日前，广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2019年“读懂

中国”广州国际会议贺信精神及省委常

委会会议精神， 听取我市举办2019年

“读懂中国”广州国际会议情况汇报，部

署下一步工作。 市委书记张硕辅主持。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2019

年“读懂中国”广州国际会议外方嘉宾

代表，并给会议发来贺信，充分展示了

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坚定态

度，表达了中国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的

信心决心，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加强与世界各国深化交流互鉴提供

了重要指引。 要深入学习贯彻贺信精

神，紧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强化责任

担当，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为开放

型世界经济发展作出广州贡献。 坚持深

化巩固活动成果， 认真总结办会经验，

发挥对外交往门户枢纽城市功能，继续

筹办好近期重大国际会议活动；加快推

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和推广工

作，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深入人心；挖掘保护利用红色文

化设施，传承弘扬红色历史文化；加强

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 讲好中国故事、

大湾区故事、广东故事、广州故事，引导

国际社会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读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深入推

进开放合作，紧紧扭住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这个“纲”，以支持深圳建设先行示范

区为引领，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

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扎实推进

高质量发展， 推动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四个出新出彩”，在全省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当好“两个重要窗口”中

勇当排头兵。

广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2019年

“读懂中国”广州国际会议贺信精神

张硕辅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