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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巴科

互学互鉴 扩大教育对外开放
新华社北京 3月 20日电 （记者

孙奕）国家主席习近平 20 日在人民
大会堂会见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巴科。

习近平赞赏巴科担任哈佛大学
校长后首次出访就来到中国， 称赞
这体现了巴科校长对中美教育交流
的重视。习近平指出，教育交流合作
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助
于增进中美友好的民意基础。 新中

国成立 70 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 大批海外学成归国的人才为中
国的发展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山
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主张互学互鉴，鼓
励留学，支持中外教育交流合作，希望
中美人文交流取得更多积极成果。我
很高兴， 去年底我同特朗普总统在阿
根廷会晤时， 他也表示支持中美教育
交流合作。

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 40年来，中
国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教
育水平的提高。 中国致力于推进教育
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我们将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加
强同世界各国的交流互鉴，共同推动教
育事业发展。在此过程中，我们愿同哈
佛大学等美国教育科研机构开展更加
广泛的交流合作。 下转荩5版

习近平在意大利媒体发表署名文章表示多个维度打造新时期“一带一路”

东西交往传佳话 中意友谊续新篇
新华社北京 3月 20日电 3月 20日，

在对意大利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意大利《晚邮报》发表题
为 《东西交往传佳话 中意友谊续新篇》

的署名文章。文章如下：

东西交往传佳话 中意友谊续新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很高兴在万象更新的时节应马塔雷
拉总统邀请，对意大利共和国进行国事访

问。2011年我曾在罗马出席 “意大利统一 150

周年”庆典活动，2016年又过境撒丁岛。意大利
将古老和现代、经典和创新相结合的生活方式
和工业理念，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即将再次
踏上这个美丽国度， 见到热情的意大利朋友，

我感到十分亲切。

中国和意大利是东西方文明的杰出代表，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作
为古罗马文明的发源地和文艺复兴的摇篮，意
大利雄壮华美的历史古迹、文学艺术巨匠的恢

宏杰作在中国广为人知。中国和意大利两
个伟大文明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早在
两千多年前，古老的丝绸之路就让远隔
万里的中国和古罗马联系在一起。汉朝曾
派使者甘英寻找“大秦”。古罗马诗人维吉
尔和地理学家庞波尼乌斯多次提到“丝绸
之国”。一部《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掀起
了历史上第一次“中国热”。马可·波罗
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先行者，为一代代
友好使者所追随。

进入当代， 沿着古人友好交往的足迹，

中意关系不断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197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大利共和国建立外
交关系。2020 年两国将迎来建交 50 周年。

建交以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两国始
终相互信任、密切合作，树立了不同社会制
度、文化背景、发展阶段国家互利共赢的典
范。 中意两国牢固的传统友谊历久弥新，成
为双边关系快速稳定发展的坚实支柱。

下转荩5版

3月 21日至 26日对意大利、摩纳哥、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主席开启今年首次出访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意读者会在罗马举行，约 200名中外嘉宾出席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0 日电 3 月 21

日至 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意大利、

摩纳哥、法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
主席今年首次出访，受到外界高度关注。

分析人士认为，此访行程密集、内容

丰富、看点纷呈，对推动中国与往访国关系
以及中欧关系整体发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有理由期待，2019 年春天将成为中欧关系的
“暖春”， 中欧合作将为 2019 年的世界注入
“暖流”。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0 日电 外交部
20日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外交部副部长
王超介绍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意大利、

摩纳哥、 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有关情况，并
回答记者提问。

应意大利共和国总统马塔雷拉、摩纳哥
公国元首阿尔贝二世亲王和法兰西共和国
总统马克龙邀请， 习近平主席将于 3月 21

日至 26日对意大利、摩纳哥、法国进行国事
访问。 下转荩5版

申城百万党员注册使用“学习强国”
这个科学理论学习阵地、思想文化聚合平台，对党员的吸引力越来越强

本报讯 （张蔓蔓 常征）截至 3月 20日
零时，通过组织架构注册使用“学习强国”学
习平台的上海党员人数突破 102 万， 使用
“学习强国” 正成为申城党员学习教育的新
风尚。

“学习强国”是立足全党、面向全社会的
科学理论学习阵地、 思想文化聚合平台。市
委高度重视“学习强国”运用推广以及上海
学习平台建设工作，市委常委会专门听取工
作汇报。在市委统一领导下，市委宣传部、市
委组织部成立了市“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建
设运用协调小组，协调推进全市学习组织工
作。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联合发文，要求
以党组织为依托， 层层建立学习组织架构，

争取做到全员覆盖。

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率先在机关推
广使用，市宣传系统、市级机关工委、市教卫
工作党委发挥带头作用，先后启动动员推广
工作。3 月以来，各区、大口党委加大工作力
度，各级党组织领导带头发动。奉贤、宝山等
区委常委会都强调， 要做到班子带头学、党
员积极学，在全区形成良好学习氛围。市宣
传系统、市级机关工委、市国资委系统、杨浦
区、宝山区、奉贤区、青浦区、虹口区、长宁
区、金山区、嘉定区、普陀区已先后完成组织
动员任务。

在推广过程中， 各级党组织结合实际，把
工作做深做细。上海益建建筑防水有限公司外

地项目多，党支部书记沈海华赶到无锡施
工现场教党员如何使用。宝山八村党总支
发动年轻志愿者，上门手把手地教能使用
智能手机、有学习愿望的退休党员安装使
用。携程旅行网党务助理叶梢把邀请链接
做成二维码，方便党员加入。

细致的工作加上丰富的内容， 平台
对党员的吸引力越来越强。每天在上班
的地铁上，中国福利会组织部的顾玉婷
都会习惯性在手机上打开 “学习强国”

平台浏览时政要闻。上海理工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教师陈东利说，看“学习强
国”已成为她每天必做的事。机场集团
党办主任房颂华说，工作中经常要写材

料，苦于没有课件和资料，现在这个问题解决
了。奉贤退休党员许君宙参与社区宣传工作，

“学习强国”让她学习理论更方便了。市级机
关工委宣传部长黄丹介绍， 党员有一个思想
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第一阶段根据要求下
载学习， 第二阶段发现平台内容非常好、学
习粘性越来越强，第三阶段每天上平台学习
成为习惯。

各级党组织注重用好学习平台，运用多种
形式营造浓厚氛围。上海边检总站采取勤务间
隙“单个学”、学习日“集中学”等方式，将“学习
强国” 平台运用与党员学习培训有机结合。上
海机场边检站党组织从 APP中精选试题，开展
线下学习交流活动。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
决定常委会会议 27日召开 殷一璀主持

本报讯 （记者 王海燕 通讯员 陈高勇）市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一次主任会议昨天下午召开，决定市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一次会议于本月 27日至 28日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殷一璀主持会议。 下转荩8版

李强、应勇、殷一璀、董云虎、尹弘等市领导在浦东东沟楔形绿地参加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陈正宝 摄

刊 6版荩

今年上海计划新造林 7.5万亩，新建绿地 1200公顷，全市城市公园数量将达 350座

着力提升“绿化彩化珍贵化效益化”水平
李强应勇殷一璀董云虎尹弘等来到浦东新区东沟楔形绿地，参加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讯 （记者 谈燕）申城三月，玉兰芬
芳，春意正浓，又是植树绿化好时节。昨天上
午，市领导李强、应勇、殷一璀、董云虎、尹弘
等来到浦东新区东沟楔形绿地，参加全民义
务植树活动。李强指出，植树绿化，是最普惠
的民生工程， 是建设生态之城的重要举措。

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积极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全力推进生态环境建
设，着力提升“绿化、彩化、珍贵化、效益化”

水平，共同努力让城市更宜居、环境更优美、

市民更幸福。

东沟楔形绿地是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明确的中心城区八片楔形绿地之一，规划绿
化及水域总面积约 3.87平方公里，将建成上
海中心城区最大的湖泊绿地公园。 植树现
场，李强、应勇等听取全市绿化工作安排及
东沟楔形绿地建设推进情况汇报，叮嘱相关
负责同志，要精心规划、精心建设，努力把绿
地打造成为“城市绿肺”“游憩宝地”，让市民
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随后， 市领导拿起铁锹走向植树点，挥
锹培土，接连种下马褂木、白玉兰、桂花树、

北美红杉、北美枫香等树种，植树现场一片火
热景象。 市领导还沿途察看了绿地建设进展，

关切询问树种培育、绿化布局等情况。李强说，

在全市共同努力下， 上海绿化建设取得新进
展。要再接再厉、持之以恒，对标建设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
要求，在植绿造绿护绿、提升生态品质上下更
大功夫，为城市空间增添丰富色彩、培育珍贵
树种、打造生态景观，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生
态文明建设成果。

市委常委于绍良、郑钢淼、陈寅、翁祖亮、

周慧琳、诸葛宇杰、凌希和市人大常委会、市政
府、市政协负责同志等参加了上午的义务植树
活动。

今年， 上海将全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计
划新造林 7.5万亩， 其中重点生态廊道 5.5万
亩以上。聚焦重点乡镇，以点带面推进农田林
网、村庄绿化。积极推进世博文化公园、桃浦中
央绿地、 三林楔形绿地等重大生态建设项目。

新建绿地 1200公顷， 全市城市公园数量将达
350座。积极打造黄浦江、苏州河两岸公共空间
绿化特色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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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俞陶然）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
近日印发 《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增强科
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的意见》（简称上海科改“25条”），

在上海科技界引起广泛反响。

这份文件提出促进各类主体创新发展、激发广大科
技创新人才活力、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改革优化科
研管理、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推进创新文化建设等六大
改革任务，包含 25条，旨在全面落实中央关于科技体制
改革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推动本市科技体制改革向纵深
发展，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上海科改“25条”重点突出三个“体现”：一是体现全
面对标， 贯彻落实中央交给上海的三项新的重大任务，

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借鉴兄弟省市先进经验，

总结上海以往好的实践，对上海科技体制改革工作再审
视、再提升、再突破。二是体现远近结合，既立足当前，认
真抓好改革任务的落实，又着眼长远，围绕上海创新驱
动发展的目标定位、担负的特殊使命，对事关全局的重
大体制改革问题进行深入谋划和科学布局，提出举措和
政策。三是体现务求实效，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和效
果导向，明确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重大任务和重
要政策，更加突出指导性和操作性，以更加务实有效的
举措，确保本轮科技体制改革落地见效。

扩大事业单位自主权，激励各类企业创新
市科委副主任骆大进介绍，去年 7月，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
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 下转荩8版

主旋律更高昂 更好造福群众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成立一年来，网信

事业快速健康发展

对接产业提升 蕴养“上海工匠”

上海职教每年贯通招生人数占总招生数的
25.6%，初步形成完整培养体系刊 3版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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