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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安徽芜湖召开，部署落实《规划纲要》重大事项

聚焦高质量 推进一体化 做到一盘棋
李强娄勤俭车俊李锦斌应勇吴政隆袁家军李国英出席，确定明年座谈会在浙江召开

本报讯 5月 22日， 长三角地区主要领
导座谈会在安徽芜湖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上海市委副书记、

市长应勇；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江苏省委
副书记、省长吴政隆；浙江省委书记车俊，浙
江省委副书记、省长袁家军；安徽省委书记
李锦斌，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国英出席
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应邀出
席会议。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以“长三角：共筑强劲活跃
增长极”为主题，全面分析了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新内涵和新要求，总
结交流了去年“上海会议”以来一市三省实
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的工作
成效，审定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019年工
作计划》，部署了落实《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
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大事项。

大家一致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完
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出发， 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发
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
示，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指明了前
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一市三省要坚决
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
署，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树
立“一体化”意识和“一盘棋”思想，发挥比较

优势，深化分工合作，形成更加紧密的区域
发展共同体，更好引领长江经济带和华东地
区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要指示要求为指引，进
一步明晰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战略目标、战
略定位、战略方向。一市三省要提高站位、勇
挑重担，从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
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动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进入全新阶段，着力增强面向
长江经济带和华东地区的带动力、面向全国
的辐射力、面向亚太的集聚力、面向全球的
竞争力。要积极作为、持续推进，坚持稳中求
进，强化创新驱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

升产业链水平，抓好《规划纲要》确定的各项任
务分解落实。要多方动员、形成合力，上海发挥
好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各扬所长，国家有关
部门大力支持，携手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和华
东地区发展，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贯彻实施《规划纲要》

为标志，进一步形成发展规划、携手谋划、行动
计划有机衔接的良好格局。 下转荩3版

进一步明晰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定位、
战略方向。加快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全新阶段，着力
增强面向长江经济带和华东地区的带动力、 面向全国的辐
射力、面向亚太的集聚力、面向全球的竞争力。上海发挥好
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各扬所长，国家有关部门大力支持，
携手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和华东地区发展， 打造高质量发
展的区域集群

一体化全新阶段着力增强“四个力”

各扬所长聚力推进“六个一体化”

一市三省要按照《规划纲要》的要求，认清优势，各扬所
长，聚力推进空间布局一体化、科技创新一体化、产业发展
一体化、市场开放一体化、生态环保一体化、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一体化，增强长三角地区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提高
经济集聚度、区域连接性和政策协同效率，为全国高质量发
展，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合作竞争作出更大贡献

深化分工合作实现“1+1+1+1＞4”

展望未来， 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需要深化分工合
作。分工合作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国际大势和时代潮流。上海
发挥龙头作用，苏浙皖各扬所长，核心就是深化分工合作。
对于当前长三角而言，要引领带动更大区域发展，代表国家
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最紧迫的不是简单地各自补短板，更
重要的是竞相拉长板，把各自优势变成共同优势，实现“1+
1+1+1＞4”

提高站位，把握定位，换位思考
上海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 进一步提高站

位，立足一体化发展大局，多算国家账、战略账、长远账；进
一步把握定位，充分发挥经济中心城市功能，更加积极主动
地把“服务”的文章做好做足；进一步换位思考，更多着眼兄
弟省市的需求来谋划一体化发展，真正实现共商、共建、共
享、共赢

首届长三角一体化创新成果展、第九届中国科普产品博览交易会在安徽芜湖开幕

携手高质量构建长三角创新共同体
李强出席 李锦斌主持开幕式 李国英应勇吴政隆袁家军怀进鹏致辞

本报讯 皖江舒广袖， 喜迎天下客。5月
23日上午， 第一届长三角一体化创新成果
展、第九届中国科普产品博览交易会在安徽
芜湖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
市委书记李强出席开幕式。安徽省委书记李
锦斌主持开幕式。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李
国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江苏省委
副书记、省长吴政隆，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
袁家军，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
记处第一书记怀进鹏先后致辞。

李锦斌首先代表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
人民政府和 7000 万安徽人民，向出席开幕
式的沪苏浙一市两省和国家有关部委的各
位领导表示诚挚欢迎， 向长期以来关心支

持长三角一市三省发展的各位来宾、 各界
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今天，我们在美
丽的江城———芜湖， 隆重举行第一届长三
角一体化创新成果展、第九届中国（芜湖）

科普产品博览交易会， 这既是集中展示长
三角科技创新成果的“大窗口”，也是有力
推动科技知识普及传播、 创新成果转化交
易的“大平台”，必将为海内外嘉宾演绎一
场科技创新的盛宴、 提供一次交流合作的
良机，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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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上海之后怎么办，陈毅在丹阳讲话上定调

野战军在城市不能“野”

这次会议，后来被反复提及———

时间是 1949年 5月 10日，地点是丹
阳城南的大王庙，在会上做入城纪律
报告的，是当时的三野司令员兼政委
陈毅。

在讲话中，陈毅提出，“我们野战

军的‘野’，在城市不能‘野’的”，“入
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 是见面
礼”。有到会者记得，陈毅在讲到“在
城市不能‘野’”时，非常激动，连军帽
都甩到了台上。

往字里行间去读， 便会发现：当
时关切的问题是再明确也没有的：进
上海以后怎么办？

入城纪律规定得越来越细
进城市以后怎么办？ 这道考题，是

毛泽东布置给全党的。

解放军接收接管的大城市，上海
并不是第一个。但一些部队进城的经
历确实反复，有的还很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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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要求国土空间规划“多规合一”

国土开发保护形成“一张图”
本报讯 新华社昨日受权发布 《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意
见》指出，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
展的指南、 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
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建
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将主
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
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
规划，实现“多规合一”，强化国土空间
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是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部署。

《意见》提出主要目标：到 2020年，

基本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逐步建立
“多规合一”的规划编制审批体系、实施
监督体系、法规政策体系和技术标准体
系；基本完成市县以上各级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编制，初步形成全国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一张图”。到 2025年，健全国土
空间规划法规政策和技术标准体系；全
面实施国土空间监测预警和绩效考核
机制； 形成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以

统一用途管制为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制度。到 2035年，全面提升国土空
间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水平，基
本形成生产空间集
约高效、生活空间宜
居适度、生态空间山
清水秀， 安全和谐、

富有竞争力和可持
续发展的国土空间
格局。

扫码读
《意见》全文

■本报记者 陈煜骅 陆军

解放军战士将《入城守则和纪律》绘成图片，挂在背包后
面，一边行军一边学习。 资料照片

在党开辟早期革命根据地的地方，在万里长征的出发地，习近平
对即将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提出要求———

不忘初心，重整行装再出发
■习近平：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永不熄，要把这个火烧得旺旺的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一层，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了于都县的

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代表。
绝处逢生，凭的是什么？革命胜利，靠的是什么？继续前进，需要什么？
走出纪念馆，习近平总书记继续说道：“当年革命十分艰难，也可能不成

功，但人们心中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就一定会前赴后

继，哪怕当时不成功，将来也必然成功！这个理想信念我们一定要有，要把这
个火烧得旺旺的。”

习近平说：“我们到这个长征出发地， 就是来体验红军当年出发的情况。
现在我们正走在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我们要继往开
来，重整行装再出发！”

荩观众在首届长三角一体化创新成果
展上参观。 本报记者 赖鑫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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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从东方来。

自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2014年 5月要求上海“加
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进军”以来，上
海科创中心建设的重大布
局和政策体系初步建立，

取得一系列实质性突破，

重大成果不断涌现。

举全市之力，剑指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上海的步伐日益
稳健。

“上海地标”

单纯的技术应用和
商业模式创新，无法成就
一个真正的科技创新中
心。能否实现“从 0 到 1”

的原始创新，是上海提升
创新策源能力的关键。基
础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
度决定着原始创新的动
力和活力，五年来，上海
始终以前瞻的眼光进行
布局和投入。

“这是上海建设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
雄心与气度。”中国科学院
原副院长施尔畏不止一次
在多个重要场合说过这句
话。 作为国内迄今为止投
资最大的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项目，硬 X射线自
由电子激光装置去年 4月
27日在上海开工建设，建
成后对微观世界的研究能
力将从拍“分子照片”提升
到拍“分子电影”水平。在
这个大科学装置不远处的
上海光源，以累计24684位
的用户数成为我国用户最
多的大科学装置。在爱因
斯坦提出光量子概念 100

多年后， 地处东方的上海
光源每个线站平均成果产
出位列世界第一， 不仅在
张江引领构筑了一个光子
大科学设施集聚地， 还成
为了近 6万人参观访问过
的上海新地标。

不仅仅是光子领域，

上海在生命科学、 海洋、

能源等领域，先后启动了
蛋白质设施、转化医学设
施、海底观测网、高效低
碳燃气轮机等建设 。目
前，上海建成和在建的国
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
达 14 个，预计到 2025 年
将全部建成，届时世界各
国的科学家将更多地来沪开展前沿科学研究，上海将依
靠这些“科研重器”，成为相关领域的国际“科研重镇”。

能否参照对世界科学影响巨大的玻尔研究所，在中
国建立一个世界顶级研究所？五年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
道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去年 8月，李政道研究所在张江
科学城正式开建暗物质与中微子、 实验室天体物理、拓
扑超导量子计算三大实验平台。为推动重大创新突破，上
海先后挂牌成立了张江实验室和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
中心，启动建设了李政道研究所、张江药物实验室、国际
人类表型组创新中心等高水平创新机构和平台。

这里有两组同比增长不到 1%的数字， 却是实打实
的大手笔。五年来，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占全市 GDP

的 3.58%提升到了 4%———1316亿元； 基础研究投入从
占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的 7.1%提高至 8%———

105亿元（其中还不包括在大科学装置建设中投入的基
础性研究费用）。

大手笔的投入，正是为了原始创新的厚积薄发。《西
游记》里的孙悟空拔根毫毛，就能变出许多个孙悟空。世
界上第一批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华华”的诞生，被评价
为近 20年来全球生物科技领域里程碑式的突破；人工创
造自然界不存在的生命，这可能吗？上海科学家在国际上
首次人工创建了单条染色体的真核细胞， 使得这一大胆
的科学假设成为现实；上海超强超短激光装置实现 10拍
瓦激光放大输出，脉冲峰值功率创世界纪录。过去五年，

入选我国年度十大科学进展的 50项成果中， 超过 20%

由上海科学家牵头或参与。在全国科技奖励中，上海科学
家获奖比例连续 16年达到两位数，2018年度更是在第
一完成人中占比达到 10.2%。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达到 47.5件，比五年前翻了一倍。

提升创新策源力，人才是核心。随着一批标志性原创
成果的出炉，青年科技人才也在快
速成长。 在 2018年上海科技进步
奖所有奖项的第一完成人中，年龄
在 50岁以下的中青年科学家接近
总数的一半。在全国创新创业大赛
中， 上海参赛数量持续保持 7000

多家， 创业者年龄中位值为 35岁，

“硬科技”项目占比超过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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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海华 俞陶然

扫码看上海这五年
科创中心建设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