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举行第八次会议

在新起点上更好推进

高水平改革开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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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报讯 上海市委书记李

强，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

与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

许昆林，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亚

平率领的苏州市党政代表团举

行座谈。

李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

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

谈会和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为我们更好落实国家战略任

务、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指明

了方向。 这既是上海发展必须

牢牢把握的重大机遇和重要使

命，也为我们与兄弟省市深化合

作交流提供了广阔舞台。上海和

苏州地相连、人相亲，进入新发

展阶段，两地要紧紧围绕国家战

略落地落实，紧扣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积极

贡献长板， 加强各领域合作，让

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流动起

来，让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更好提

升，力争涌现更多实实在在的成

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晨报讯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昨天下午举行第八次会议。

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主任李强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

议和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深

化改革开放作为推动上海未来发

展的关键一招, 不断提高谋划、推

进、落实改革的能力和水平,努力

在新一轮改革发展中勇立潮头、走

在前列。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龚正，市委

副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副主任于绍良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审议了《上海市关于进

一步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发展的

实施意见》。

会议审议了《上海市关于改

革完善体制机制 加强粮食储备

安全管理的实施意见》。

会议审议了《上海仲裁委员

会深化改革总体方案》。

会议审议了《上海市关于深

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

会议听取了关于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聚焦一体

化制度创新、 加快推动系统集成

改革情况的汇报， 指出要在已有

良好开局基础上， 进一步解放思

想、打破常规，加强系统集成、协

同高效，形成更多制度创新成果。

要放大改革效益， 更好落实新发

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

上海未来改革发展的目标定位、

使命任务、 战略重点进行再认

识、再审视、再谋划，在新的起点

上更好推进高水平改革开放。 聚

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

改革任务、党中央交给上海的重

大改革任务和服务构建新发展

格局， 以更大力度推进制度创

新、开展压力测试、创新体制机

制，发挥好开路先锋、示范引领、

突破攻坚作用。 把握好改革和发

展的内在联系， 坚持问题导向，

加强预研预判，使改革更好对接

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

善于牵住改革“牛鼻子”，以重

大战略任务为牵引，谋划一批具

有战略性战役性的改革。 强化系

统观念，提高改革系统集成水平

和协同配合成效。 充分激发基层

改革创新活力，更加注重从基层

和群众中汲取改革智慧。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0 日电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

20 日在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

切会见参加大会的新一届全国文明

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

庭、文明校园以及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向他们表示

诚挚问候和热烈祝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

明委主任王沪宁参加会见并在表彰

大会上讲话。

上午 10 时， 习近平等来到京

西宾馆会议楼前厅，全场响起热烈

掌声。 习近平等走到代表们中间，

同大家亲切交流并合影留念。

王沪宁在表彰大会上讲话。他

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会

议代表，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

对精神文明建设战线同志们的亲

切关怀，对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的殷切期望。 要把学懂弄通做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不断增

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 要深入开

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传

教育，激励干部群众坚定信心、振

奋精神，团结一心奋进新征程。 要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培养

时代新人，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开展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教

育，引导青少年树立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远大理想。 要把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精神

文明创建全过程，提升群众参与度

和满意度，增强创建工作实效，反

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要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形成齐抓共管、协同

推进的工作合力。

丁薛祥参加会见， 孙春兰参加

会见并在会上宣读表彰决定， 黄坤

明参加会见并主持大会。

大会为受表彰代表颁奖。 第六

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

位代表，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文明

校园代表， 新一届全国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分别在大

会上发言。

另据报道，上海闵行区、上海

崇明区、上海松江区、上海金山区、

上海青浦区获第六届全国文明城

市称号；上海市嘉定区、上海市徐

汇区、上海市静安区、上海市奉贤

区、上海市浦东新区、上海市长宁

区继续保留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

号。

记者 徐妍斐

晨 报 讯 27.2℃ ，23.1℃ ，

16.9℃！ 两天之内，上海的气温“两

连降”，跌幅超过 10℃！ 转眼体感

“由夏入秋” ……未来一段时间本

市频繁阴雨， 气温不会再上 20℃，

但是“1”字头的气温变化也挺规

律，最高气温“升、降、平”再“升、

降、平”，总体在 15℃-19℃间；最

低气温在 12℃-15℃。

冷空气侵袭时， 全天的气温走

势有点“奇葩”。 昨日，上海的最高

气温不仅没有发生在午后， 甚至不

在白天，而是在凌晨零点时分。

监测记录显示，00:01 上海中

心城区徐家汇站气温为 16.9℃，笑

傲全天最高气温。此后，虽然一天内

气温多有波折，但都没能比它更高。

受冷空气影响，时有小雨来扰，气温

明显下降， 全市大部地区最低气温

在 13℃、14℃附近； 白天气温也处

在低迷状态； 徐家汇白天气温在

15℃上下徘徊。

今日本市云系依然较多， 白天

多云到阴有短时小雨， 夜里开始雨

势会明显一些，转为阴有小到中雨；

早间最低气温 13℃，白天最高气温

19℃，风力不大，东到东南风 3-4

级，相对湿度 65%-95%。

这波冷空气降到位，据预计，未

来几天短波槽和冷空气活动较频

繁， 申城将维持一段时阴时雨的天

气。

放眼未来一周， 天气预报天天

带着“雨”字，在“阴有小雨到中

雨”“阴雨小雨”“短时小雨”“阴

有雨”之间切换来切换去。 气温较

前阵子明显回落，整体跌破“2”字

头，最高气温在 15℃-19℃之间起

伏，最低气温在 12℃-15℃，体感

上是“妥妥的深秋”。

李强龚正与苏州市党政代表团举行座谈

积极贡献长板

加强各领域合作

全国文明城区

上海又多了这些区
分别为闵行区、崇明区、松江区、金山区和青浦区

未来一周天天有雨
最高气温连续“升降平”

受冷空气影响，申城昨日气温明显下降。 /晨报首席记者 任国强

    晨报讯 上海市经济工作

推进会昨天召开。 市委副书记、

市长龚正讲话强调，现在到年底

只有 40 天的时间， 要以习近平

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

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

指引，按照市委的部署，冲刺全

年目标任务和“十三五”圆满收

官，为明年工作和“十四五”开

局做好充分准备。

龚正指出，今年以来，经济运

行逐季向好的态势来之不易。 要

再接再厉、一鼓作气，聚焦重点领

域抓推进，努力实现工业、消费等

领域加速回升、多做贡献，投资、

外资、金融等领域扩大增量、乘势

而上。要聚焦政策成效抓落地，加

强企业服务、 政策评估和政策储

备。 要聚焦新动能抓培育，既要培

育新的产业体系， 不断提升产业

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又要培育

发展数字经济， 推动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要聚焦明年

开局抓谋划，科学设定发展目标、

重点任务和工作方案， 尽早着手

安排。

龚正指出，要进一步加强经

济调度工作推进机制，形成全市

上下齐抓共管高效稳增长、促发

展的局面。 要进一步完善统计核

算工作机制，以真实数据反映速

度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发展。 同

时，要进一步完善经济工作绩效

考核机制。

上海市经济工作推进会召开

聚焦重点领域抓推进

聚焦明年开局抓谋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