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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杨

积极推动沪桂务实合作
董云虎率团赴广西调研，蓝天立

出席座谈会及有关活动
本报讯 6月 10日至 12日，市政协主席董云虎率上海

市政协考察团赴广西调研， 考察了解广西深化改革开放、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情况，并重点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人民政
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与广
西政协进行深入座谈交流。广西政协主席蓝天立出席座谈
会及有关调研活动。 下转荩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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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孟群舒）市政府昨天举
行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馆员聘任仪式， 市委副
书记、市长应勇为丁建
华、乐震文、吕京、朱鼎
成、孙爱珍、孙惠柱、李
静、杨国荣、吴毅、何勤
华、沃兴华、陈子善、费
名瑶、秦文君、夏慧华、

龚展、蒋健、戴建国、魏
松等 19 位新聘馆员颁
发聘书并讲话。

市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郑钢淼，副市长陈
群出席。吕京代表新聘
馆员发言。

应勇代表市委、市
政府向全体新聘馆员
表示祝贺。他说，文化
是城市的灵魂，是提升
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
力的重要支撑。上海要
加快建设 “五个中心”

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必须加快建设
国际文化大都市，全面
提升文化软实力，持续
推动文化传承与文化
创新齐头并进，推动文
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
翼齐飞，推动名家大师
和青年英才竞相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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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勇调研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要求进一步创新做实区域合作机制

凝心聚力抓好《规划纲要》落实
本报讯 （记者 孟群舒）市委副

书记、市长应勇昨天在长三角区域合
作办公室调研时指出，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我们要坚决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决策
部署，按照市委要求，牢固树立“一盘棋”思
想，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认

真贯彻落实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规划纲要》，进一步创新做实区域合作机制，

与苏浙皖三省携手联动，共同做好长三角更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这篇大文章。

下午，应勇一行来到长三角区域合
作办公室，看望慰问合署办公的沪苏浙
皖工作人员，与大家亲切交流，了解工
作和生活情况。应勇感谢各位工作人员

的辛勤付出，为大家的干劲和成效点赞。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市发展改革委、

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作工作汇报，应勇不时
插话，与大家一同交流讨论。 下转荩5版

李强：集成电路产业是引领未来的产业，也是上海重点发展的产业

以恒心毅力前瞻布局攻关关键核心技术
再次专题调研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强调加快形成标志性的自主创新成果，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竞争

本报讯 （记者 谈燕）市委书记李强昨
天上午再次专题调研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实
地了解集成电路企业自主创新进展。李强
指出， 集成电路产业是引领未来的产业，

也是上海重点发展的产业。要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

以坚定不移的恒心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聚
焦重点领域加强前瞻布局，加大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力度，加快形成标志性的自主创
新成果，努力打造充满生机的创新企业集
群、战略领先的现代产业集群，不断提升
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更好代表国家参

与国际合作竞争。

就在上个月， 上海依图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发布了首款深度学习云端定制芯片
“求索”，以服务于未来人工智能应用的多
种场景。李强来到公司，详细了解依图科

技在推动人工智能算法与芯片深度耦合
等方面的创新探索。听到企业已布局相关
领域芯片研发并积极推动进入应用领域，

李强关切询问研发进展、人才支撑以及市
场前景。 他鼓励企业要进一步拓宽视野、

超前谋划，对于看准认定的目标方向，要耐
得住寂寞、沉得下心来，集中优势资源、优势
力量持续深耕，力争拿出更多标志性、首创
性的成果，在行业发展中真正走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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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胆子”大了，券商“感觉”变了，政府“助推”多了

上海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探新路
今天，第十一届陆家嘴论坛在上海正式开

幕，主题聚焦“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

上海已经进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冲刺
阶段，这座城市与金融相关的方方面面，都在
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悄然发生着变化。

银行“胆子”大了
不知道客户的投资标的， 还敢放贷款？浦

发银行上海分行的“胆子”变大了。

“客户是一家物流集团，他们旗下的投资
基金在寻找物业标的进行并购，需要提前到位
一笔并购资金。但对于银行来说，没有具体标
的，就意味着风险。”浦发银行陆家嘴支行行长

施乐回忆。

这种收购未来不确定标的的基金被称为“盲
池并购基金”，为了在降低风险的同时满足企业需
求， 浦发银行对入池项目事先设定了包括所属城
市、建设面积、建设标准、租金收益率等多个方面
的准入条件，通过这种方式提升了贷款审批效率，

并充分满足并购方对于交易资金时效性的需求。

另一方面，由于并购贷款规定了 7年期限，浦发银

行还特别设计了 ABS(资产证券化）REITs（房地产
信托投资基金）、发行债券等多种还款来源，帮助
客户延长还款期限。最终，浦发银行上海分行向这
家企业提供了近 100亿元并购贷款授信，助力其
未来在全国范围内收购合适的项目标的。

“胆子”大了的银行不止浦发一家。近日，交
通银行与浦东新区政府合作成立了自贸区金融
创新联合试验室。 下转荩5版

■要结合上海实际，制定落实《规划纲要》上海实施方
案，抓紧制定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
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建设方案

今日看点今天，第十一届陆家嘴论坛开幕，聚焦“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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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初心，是为了找
准通往未来的方向，是为
了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

初心和使命，是历史
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神
圣职责，是激励一代代中
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奋
勇前进的根本动力。秉持
初心、坚守初心、锤炼初
心，是每一位党员干部的
“必修课”。

这门“必修课”，是理
论课，更是实践课。纸上
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 终究体现在日
常具体的行动中，折射在
波澜壮阔的征程里。对上
海广大党员干部来说，对
初心最好的守护、对使命
最好的践行，首先体现于
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一
种特别的奋斗激情。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

是党的初心的始发地。上
海也是在全国发展大局
中担负重要使命的地方，

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是世界观察中国、理解中
国的一扇窗口。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
上海寄予厚望重托，人民
群众对上海这座城市充
满美好愿景。这是我们认
识上海的基本方位。它意
味着，每一名上海党员干
部的作为，都基于特殊的
站位、承载特别的期许。

上海这座城市，从来
都是颇具创造激情的城
市，也是不断创造传奇的
城市。 中国共产党的诞
生，是一个传奇；大上海
的解放， 也是一个传奇。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度面
临经济瘫痪、民生凋敝的
上海， 一再攀登新台阶、

创造新传奇。而这一切成
就和辉煌，都不是从天而
降，都来自于驰而不息的
奋斗和创造。

奋斗需要意志，创造
需要胆识。我们忘不了曾
经以共和国“后卫”身份负重前行的岁月，也忘不了浦
东开发开放之初义无反顾、筚路蓝缕的艰辛。上海一
路走来，面临过资源禀赋等各种制约，遭遇过形形色
色的难题考验，有时甚至一度陷入“无解”的困顿。但
正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不断解放思想、 锐意创新、用
心用情，这座城市一次又一次把“不行”变成“行”，创
造了许多“不可能发生”的奇迹。

今天的上海， 处于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历史当口，

置身剧烈变化的全球发展坐标之中。我们站在了比过
去高得多的起点之上，受到历史机遇的眷顾，同时面
临着新的变局和挑战。 下转荩5版

习近平在塔吉克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携手共铸中塔友好新辉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塔吉克文版首发

■以坚定不移的恒心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聚焦重点领域加强前瞻
布局，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快形成标志性的自主创新成果，

努力打造充满生机的创新企业集群、战略领先的现代产业集群，不断提
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竞争

■对于看准认定的目标方向，要耐得住寂寞、沉得下心来，集中优
势资源、优势力量持续深耕，力争拿出更多标志性、首创性的成果

■要攀登科技高峰，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没有四平八稳的坦途
可走，还是要靠大家坚定初心、攻坚克难、勇往直前。我们会全力提供
优质服务，支持企业更好更快发展

■要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 以更大力度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以更实举措全面提升产业能级， 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
贡献

习近平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畅叙传统友谊，共商双边关系美好未来

为中吉关系未来发展描绘新蓝图
相信比什凯克峰会将推动上合组织实现新发展 抵达比什凯克时，热恩别科夫总统亲赴机场迎接

新华社比什凯克 6 月 12 日电 （记者
胡晓光 李志晖）当地时间 12 日晚，甫抵比什
凯克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热恩别科夫邀请，来到总统官邸。两国元首亲
切会见。

仲夏的比什凯克夜晚，清风送爽。总统官
邸内，华灯初上。习近平乘车抵达时，热恩别科
夫和夫人在官邸门前迎接。

在轻松友好的氛围中，两国元首畅叙中吉
传统友谊，共商双边关系美好未来，并就共同
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指出， 很高兴到老朋友家里做客。

这是我时隔 6 年再次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建
交 27 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吉关系得
到长足发展，形成了政治上高度互信、经济上
互利合作、安全上相互倚靠、国际上密切协作
的良好局面。 我赞赏总统先生多次发表公开
讲话，坚定捍卫中吉友好。中方高度评价吉方
改革发展成就，祝愿吉方在维护国家稳定、促
进经济发展方面再创佳绩。 中方愿同吉方分
享治国理政经验，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很高兴
双方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正不断走深走实。

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努力， 推动中吉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发展不断取得更多新成果， 更好造
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密切在上海合作组织、亚
信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坚持多边主义，共同反
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热恩别科夫表示， 感谢习近平主席高度
重视吉中关系。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吉方表示热烈祝贺，祝愿中国发展取
得更大成就。几天前，我刚刚出席《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一卷吉文版首发式。这部著作对
我们借鉴中国宝贵经验、推动吉尔吉斯斯坦自
身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吉方坚定支持中国
政府在维护新疆安全稳定、打击极端主义方面
所采取的措施，感谢中方一直以来对吉方的大
力支持和帮助。 吉方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
的影响力，愿同中方深化共建“一带一路”框
架内各领域互利合作， 搭上中国经济快速发
展的便车，推动双边关系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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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百姓心为心，鼓劲扬帆再出发
根据党中央部署，第一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面展开 刊 2版荩

右图：6月 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
抵达比什凯克。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
在舷梯旁热情迎接。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