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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效果导向 达到预期目标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目标就是方向，标准决定质量。

“努力实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
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
服务解难题、 清正廉洁作表率的具体
目标， 确保这次主题教育取得扎扎实

实的成效”。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具体目标， 为开展主题教育指明了努
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党同志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对准
目标，积极推进，确保取得预期效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
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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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民意 查实情 回应人民群众期待
吴玉良马瑞民到举报受理组驻地慰问工作人员，尹弘陪同
配合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第一轮下沉督导工作专题会议举行

本报讯 （记者 王闲乐）昨天上午，中央
扫黑除恶第 16督导组组长吴玉良、 副组长
马瑞民到举报受理组驻地亲切慰问工作人
员，并了解受理举报情况。

吴玉良指出，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
重大决策部署，其实质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反腐败工作向基层的延伸，扫黑除恶督导
工作必须认真听民意、查实情、回应人民

群众期待。群众举报受理组是中央督导组与
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纽带，工作辛苦，

责任重大，要认真对待人民群众的每一个来

电、每一封来信，忠实记录举报人的诉求，同
时严格保护举报人，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上海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尹弘陪同
慰问。

本报讯 （记者 洪俊杰）配合中央扫黑除
恶督导组第一轮下沉督导工作专题会议昨天
下午举行。 下转荩3版

韩正：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做好一体化发展这篇大文章

建设最具影响力带动力强劲活跃增长极
在上海主持召开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会议，李强何立峰出席

新华社上海 6月 4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领导小组组长韩正 3 日在上海主持召开推动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会议， 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长江三

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讨论审议有
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韩正表示，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
家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
的重大战略决策。 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

进一步统一和提高思想认识，深刻领会党中央

的战略意图，充分发挥长三角优势，紧扣“一体
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做好一体化发展这
篇大文章，建设最具影响力和带动力的强劲活
跃增长极。

韩正强调，要坚持高水平开放，共同打造
对外开放新高地。着力推动自贸试验区高质量
发展，通过制度创新推动高水平开放，用高水
平开放倒逼改革，全面提升长三角国际合作竞
争新优势； 加快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建设，

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
济功能区。要追求高质量创新，勇当创新的“排
头兵”和“突击队”。健全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
创新活力的体制机制，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齐心协力，全力以赴，集中突
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推进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不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要强
化高效协同，合力深化跨区域合作。协同建设
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 着力优化港口布局，提
高管理和服务水平，压缩通关时间，降低合规
成本；强化生态环境共保联治，紧紧围绕保护
生态环境和实现绿色发展这个主题，建设好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韩正表示， 三省一市和各有关部门要强
化组织协调，健全推进机制，确保把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长三角区域合作
机制要转型升级为真正抓落实的机制， 切实
承担起推进落实一体化发展各项任务的具体
责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三省一市和有关部门
要加强对接， 形成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
强大合力。

李强、何立峰出席会议。推动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及有
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推动一系列统计创新在沪先行先试
市政府与国家统计局签署协议，应勇宁吉喆代表双方签约

本报讯 （记者 孟群舒）上海市人民政
府与国家统计局昨天在沪签署《深化统计改
革创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市委副书记、市
长应勇，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
局党组书记、 局长宁吉喆代表双方签约。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寅出席。

应勇对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统计局
长期以来对上海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衷

心感谢。他说，上海市委、市政府历来高度
重视统计工作。近年来，上海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巩固提升实体经济能级，着
力构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战略性新兴产
业为引领、 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
体系，努力走出一条结构更优、效益更好、

更趋协调、更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希
望在国家统计局的指导支持下 ，上海统计

工作持续改革创新，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

宁吉喆说， 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城市，也
是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经济质
量高、效益好，统计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四新”经
济的蓬勃发展，给统计工作带来了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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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组长韩正
在上海主持召开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会议。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长三角区域合作机制要转型升
级为真正抓落实的机制，切实承担
起推进落实一体化发展各项任务
的具体责任

共同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着
力推动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加
快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建设，打
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
特殊经济功能区

坚持高水平开放

追求高质量创新
勇当创新的“排头兵”和“突击

队”。健全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
力的体制机制；集中突破一批关键核
心技术；协同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不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

强化高效协同
合力深化跨区域合作。协同建设

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 压缩通关时
间；强化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好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强化组织协调

留下玫瑰，授人荆棘
———看清美国某些政客“合

则用、不合则弃”的真面目
刊 3版荩

共奏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时代交响

治病除弊的中国理念，正赢
得国际社会普遍认同

兼济天下的中国行动，凝聚
起共同发展强大力量

找到撬动高质量
发展的“支点”

导读

按照市委要求，全力营造抓发展的
良好氛围，真正把发展第一要务落到实
处，是我们当前必须具有的一种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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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奉贤发布产业经济
运行报告， 一季度累计产值
413.4亿元， 创历年首季产值
新高； 财政总收入同比增长
17.9%??面对当下外部环
境， 奉贤能够拿出这样一张
成绩单，着实令人兴奋。细忖
之下便会发现， 让奉贤经济
发展逆势飞扬的， 正是持续
布局近四年的“东方美谷”美
丽健康产业———一季度“东方
美谷 ”6 个子产业实现产值
“五升一降”，尤其是占据产值
规模 30%以上的化妆品行业
（日化），同比 6.6%的产值增
速， 奠定奉贤区域经济年度
“开门红”。

回望四年前，2015年 9月
17日，上海奉贤参加韩国美容
博览会，第一次向全亚洲介绍
“东方美谷”，那时，还没人知
道“东方美谷”四个字是什么
意思；也没人意识到，当时的
奉贤其实已经集聚了相当数
量的化妆品企业。

而今再谈“东方美谷”，国
内外的美妆产业圈内人都不
陌生，甚至能脱口而出“以上
海奉贤全域为依托，承载美
丽健康相关产业”的内涵，叹
服它对全球化妆品企业的号
召力。

4年时间， 一个地区产业
品牌从无到有，从地方走向世
界，“东方美谷”如何做到？

“包装”自我
把握发展机遇
外界有说法，认为东方美

谷是“一夜起高楼”的，这是误
解。翻看奉贤过去十年的产业
历史便可知，早在 2009年，包
含化妆品在内的精细化工产
业， 就已经是当地的重点行
业，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占比
位居各产业门类前三甲。再加
上增速较快的医药制造业，到
2015 年“东方美谷”品牌诞生
前夕，奉贤的美丽健康产业已
经形成可观的产业规模，具备
成为上海美丽健康产业集聚
区的条件。

遗憾的是，当时整个产业
链上各个环节，都只是埋头苦
干，哪怕奉贤已经承接了全国
四分之一的面膜品类生产，但
化妆品行业带给它的知名度
还不如一颗黄桃。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
人。立足“化妆品企业数量占全市 25%、化妆品生产销
售总量占全市比重超过 40%” 的产业起点，2015 年
底，奉贤正式把“东方美谷”作为区域产业品牌，推向
市场。从此，奉贤所有美丽健康产业资源贴上了“东方
美谷”这一独特标志。奉贤的领导干部们，走到哪儿就
把“东方美谷”四个字带到哪，凡是与这个区域产业品
牌相关的名词、说法，他们都能信手拈来解释给外人
听。加之“东方美谷”四个字本身韵味丰富，很多人不
能一眼参透，反倒增加了刨根问底的兴趣，久而久之，

“东方美谷” 在上海和国内外业界的影响力和认可度
逐步攀升。 下转荩3版

2013年以来，我和普京总统在双边
和多边场合会晤近 30次， 多次通电话
和互致信函。普京总统是我交往最密切
的外国同事， 是我最好的知心朋友，我
十分珍视同普京总统这份深厚的情谊

我们对中俄关系的战略意义有高
度一致的认识，对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深
入发展怀有共同的决心和愿望

习近平：6年来我7次到访俄罗斯 今天我满怀期待再次踏上俄罗斯广袤美丽土地

中俄为纷繁复杂国际形势注入强大正能量
接受俄罗斯主流媒体联合采访强调：经过 70年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今起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中俄两国政治互信牢固， 在涉及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
坚定支持。 双方在国际事务中开展了
密切有效的协调和配合， 为纷繁复杂
的国际形势注入强大正能量

我期待这次访问俄罗斯期间，同
普京总统一道规划两国关系未来发
展， 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大踏步迈入新时代

双方经贸合作日益深化， 成果丰
硕， 成为国与国互利共赢的典范。

2018年，双边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
在当前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保

护主义加剧的复杂形势下， 中俄经贸
合作取得显著成果更显难能可贵。两
国政府部门正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

争取将双边贸易额提升到更高水平，

推动双边贸易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具备充足支
撑条件。一是资源潜力；二是内生动力；三是发
展活力；四是调控能力，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
导，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有万众一
心、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有改革开放以来持续
高速发展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 有巨大发
展韧性、潜力、回旋余地，有丰富的宏观调控经
验和充足的政策空间， 我们完全有条件、 有能
力、有信心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金砖国家的发展既有机遇，也有挑
战。五国应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平等相待、互帮互助
今年 11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将在

巴西利亚举行会晤。我希望并相信，五
国将共同推动巴西利亚会晤取得丰硕
成果，朝着实现第二个“金色十年”愿
景迈出新的坚定步伐

两国关系发展 双边贸易合作 中国经济前景 金砖国家发展 同普京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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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书记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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