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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聚焦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倍加努力、奋发有为做好下半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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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明日多云到阴，东部和北部地区有短时阵雨 温度：最高 33℃，最低 26℃

风向：偏西 风力：3-4级
多云，午后到上半夜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 温度：最高 34℃，最低 27℃

风向：东南 风力：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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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崇明横沙岛。

2003年， 我 25岁那年进入上海
电信宝山局工作。不久，宝山局把
横沙营业厅从临时厅改为常年
厅，内部招聘人员常驻那里。我带
着回家乡工作的想法，报了名。

当时，我还是一名外包劳务
工。记得奔赴新岗位时，外包劳
务公司的负责人对我的要求也
很简单 ： “不产生投诉就可以
了。”听罢，我有些不服气，“不产
生投诉”仅仅是最低标准，我要
争口气，要做就做到最好。

一个人坚守营业厅，忙碌而
艰苦。因为一个人，我既是营业
员，又承担了保洁员、固定资产
管理员、对外事务联络员等各个
工种；因为一个人，我连上厕所
都得一路小跑，平时也不敢多喝
水；因为一个人，遇到忙得不可
开交的时候， 我也只能硬扛。比
如，2006 年、2007 年的时候，上
海电信大力发展“小灵通”，我曾
在两周内完成了 750 台 “小灵
通”的开通工作。那段时间，经常
晚上要加班到 10点、11点，晚饭
只能让家人送到营业厅。

横沙岛当时只有一个红绿
灯，到了晚上，当我摸黑回家时，

曾经一度迷茫：“我只不过是名
外包劳务工， 干多干少一个样，

干吗这么拼？” 而当第二天身着
工作服的我端坐在营业厅，看到
父老乡亲们时， 我又精神抖擞，

把“负能量”全部丢在脑后。

心中满满正能量，我不仅仅
满足于做好手头工作，还爱“没
活找活干”。只要一空下来，我就
开始钻研公司内网上刊登的电
信新业务介绍， 一些新业务如
“全球眼”“天翼导航”等，小小横
沙岛上，虽然没有一个用户来办
理业务时提到过它们，但我还是
一碰到弄不懂的地方，就打电话
向上级业务管理部门请教。渐渐
地，“横沙岛有个小邱， 很好学”

在上级那儿有了名气，它也让我
在用户中树立了 “小邱问不倒”

的金字招牌。

下班后， 我也不浪费时间。

那些年里，我把业余时间都花在
读各种各样的“证”上面，我想：

多读些书，总是有用的。

一个人的忙碌也给我带来
了成就感。每天早上我步行上班，

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路途，

但一些老用户会半路拦住我和我
打招呼， 短短十几分钟常常要走
半小时，但我内心是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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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人坚守横沙营业厅，

非但“9 年零投诉”，而且收到了
二三十封表扬信。这些事渐渐引
起了崇明局领导的关注。

下转荩4版

上海今年底取消 9处省界收费站
小客车过收费站将缩短至 2秒 下月起足不出户即可申办 ETC

本报讯 （记者 李蕾）记者从 7 月 19

日上海市交通委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获
悉，目前本市正全力推进取消高速公路省
界收费站工作。预计今年年底，取消本市
与江苏、 浙江的 9 处高速公路省界收费
站，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

市交通委表示，目前全市共有收费高
速公路683公里， 其中省界收费站共9处，

ETC车道353条，ETC用户数170多万。本次
调整涉及本市所有的省界收费站， 其中
与江苏交界5处，与浙江交界4处；同时，全

市高速路网将新建ETC门架312套，车道改造共
计556条。

据悉，全部完成改造后，各省界收费站只
保留一根混合车道，其他均为 ETC通道；采用
ETC通行的车辆，在全国范围内通行费可享受
不低于九五折的优惠。

市道路运输局表示，近期本市将推进市级
收费结算中心、收费车道、ETC 发行平台等系
统升级，新建 ETC 门架系统，拆除省界收费
站，完善 G60枫泾立交匝道收费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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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以调查研究检视初心、破解难题、推动工作，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使主题教育成效转化为上海发展强大动力
市委常委会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会，宋育英金德水应勇殷一璀董云虎出席

本报讯 （记者 谈燕）市委常委会昨天
上午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
研成果交流会。市委书记李强指出，调查研
究是贯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始
终的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论述和在内
蒙古指导开展主题教育时抓 “四个到位”的
指示要求，坚持以调查研究检视初心、破解
难题、推动工作，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的突出问题，努力使主题教育的实际成效
转化为创造新时代上海发展新传奇的强大
动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央第
六指导组组长宋育英、副组长金德水，市委
副书记、市长应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
书记殷一璀，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董云虎，

市委常委廖国勋、于绍良、郑钢淼、陈寅、翁
祖亮、周慧琳、凌希出席会议。

根据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部署安排，会前，市委常委同志结合各自

工作实际，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上海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城市发展和基层社
会治理的难点瓶颈，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民生问题， 聚焦加强党的建设等主题，深
入基层一线，认真调查研究，了解实情、找准
问题、查明症结。调研成果既有对原因的剖
析，也有解决问题的思路，更有破解难题的

硬招，为检视问题、整改落实、推动工作打下
良好基础。大家表示，通过这次调研，进一步
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 增进了对群众的感
情，增强了干事创业的担当精神。要抓好调
研成果运用、 突出问题整改和相关工作改
进，真正使调研的过程成为加强对党的创新
理论领悟的过程，成为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

联系的过程，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过程。

李强指出，我们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记住
为什么出发， 都要站稳人民立场、 牢记群众观
点。要坚持以调查研究检视初心。民生之痛老百
姓最有体会，发展难题第一线最有发言权。了解
民情、掌握实情，就是要感同身受民生之痛、身
体力行发展之策，让决策更符合实际，让政策更
接地气。要以群众为镜审视立场，拜群众为师改
进工作，使调查研究成为自觉对标、校正坐标的
过程，成为检视初心、擦拭初心的过程。

李强指出， 要坚持以调查研究破解难题。

许多问题解决的关键， 就在于决心够不够大、

作风够不够实、肩膀够不够硬，有没有一抓到
底的韧劲、毅力和办法。面对难题，必须拿出一
股子气和劲，练就一身硬本领，以钉钉子精神，

持之以恒、攻坚突破、务期必成。要围绕事关全
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

聚焦关键环节、瓶颈制约、难中之难，勇于挑最
重的担子、啃最难啃的骨头，努力为全国发展
闯出更多新路、作出更大贡献。 下转荩4版

传达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汇报等

下更大功夫：抓投资 抓项目 抓招商
李强主持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位置，抓好政策落地和安商稳商工作

本报讯 （记者 谈燕）市委常委会昨
天下午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形势和下半年重点工作建议的汇报，

研究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推进上海“四大
品牌”建设、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加强
和改进市级机关党的建设等事项。市委书
记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 着力推进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

把机构改革的“后半篇文章”做细做实做
好。以深化机构改革为契机，强化改革系
统集成，持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发
展。 把握新机构新职能提出的新要求，结
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不断
增强干事创业敢担当的真本领，努力开创
各项工作新局面。

会议指出，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信
心、鼓足干劲，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

倍加努力、 奋发有为地做好下半年工作。

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位置，既要坚持高
质量发展,也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在抓
投资、抓项目、抓招商上下更大功夫。坚持
创新转型和加快发展不动摇， 大力推动
改革突破、产业集聚、功能强化。发展优
势产业、保持均势产业、淘汰劣势产业，

努力形成多点支撑、 多点发力的良好态
势。抓好政策落地和安商稳商工作，进一

步提振市场主体信心。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我市做好当前财政
收支预算管理支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贯
彻落实意见》， 指出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有
关减税降费的各项决策部署，让企业和人民
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做好长期过“紧
日子”的准备，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出，规范
财政收支，做好底线管控，真正把资金用在
“刀刃”上，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导向作用。

会议指出，要紧扣目标任务，聚焦重点
发力，加快提升上海“四大品牌”的显示度和

辐射力。积极破解瓶颈问题，进一步激活市
场主体、优化营商环境、集聚顶尖人才。加强
统筹协调，明确职责分工，形成强大合力，全
力推动“四大品牌”建设各项政策和行动计
划落地见效。

会议审议通过《上海市新一轮服务业
扩大开放若干措施》，指出要对标国际最高
标准、最好水平，提高上海服务业改革深度
和开放广度，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增强
“五个中心”建设能级。大幅度放宽市场准
入，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构筑国际人

才集聚高地，助力上海经济结构调整、转型
升级。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市级机
关党的建设的实施意见》， 指出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
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党的政
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问题导向，力戒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

把上海机关党建抓细抓实、抓出特色，全面
提升机关党建工作质量水平。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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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持战略定力， 坚定信心、
鼓足干劲，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
倍加努力、奋发有为地做好下半年工
作。 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位置，既
要坚持高质量发展,也要保持一定的
发展速度，在抓投资、抓项目、抓招商
上下更大功夫。坚持创新转型和加快
发展不动摇， 大力推动改革突破、产
业集聚、功能强化。发展优势产业、保
持均势产业、淘汰劣势产业，努力形
成多点支撑、 多点发力的良好态势。
抓好政策落地和安商稳商工作，进一

步提振市场主体信心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有关减税降

费的各项决策部署， 让企业和人民群
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做好长期过
“紧日子”的准备，进一步压减一般性
支出，规范财政收支，做好底线管控，
真正把资金用在“刀刃”上，发挥好政
府投资的导向作用

■紧扣目标任务，聚焦重点发力，
加快提升上海“四大品牌”的显示度和
辐射力。积极破解瓶颈问题，进一步激
活市场主体、优化营商环境、集聚顶尖

人才。加强统筹协调，明确职责分工，
形成强大合力，全力推动“四大品牌”
建设各项政策和行动计划落地见效

■审议通过 《上海市新一轮服
务业扩大开放若干措施》，要对标国
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提高上海服
务业改革深度和开放广度， 提升全
球资源配置能力，增强“五个中心”
建设能级。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打
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构筑国际人
才集聚高地， 助力上海经济结构调
整、转型升级

抓好政策落地安商稳商，进一步提振市场主体信心

■坚持以调查研究检视初心。民生之痛
老百姓最有体会，发展难题第一线最有发言
权。了解民情、掌握实情，就是要感同身受民
生之痛、身体力行发展之策，让决策更符合
实际，让政策更接地气

■许多问题解决的关键，就在于决心够
不够大、作风够不够实、肩膀够不够硬，有没
有一抓到底的韧劲、毅力和办法。面对难题，

必须拿出一股子气和劲

■我们对群众感情真不真、为群众办事
实不实，群众心里最清楚。只有和群众坐到
一条凳子上，真正走到他们心里去，我们的
事业才能获得无穷动力

■要以百姓心为己心、以百姓难为己
难、以百姓痛为己痛 、以百姓盼为己盼 ，

在解决民生难题上全情投入、全力以赴。

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再难也要想办法
解决

垃圾分类新时尚
绿色账户积分可优惠买小菜了。昨天一早，浦东新

区潍坊三村居民们忙着挑选新鲜蔬菜和水果。结账时，

居民们都出示了绿色账户积分卡， 通过扫描积分卡扣
除 40 绿色账户积分可享受全场购菜 9 折，120积分还
可以免费兑换指定蔬菜。目前，全市绿色账户早市已经
进驻 95个社区， 用实打实的优惠鼓励市民更好地进行
垃圾分类。 本报记者 赖鑫琳 摄影报道

为环保舍得花钱，企业尝到甜头
上海刚柔并济消除污染顽

疾，累计治理 2300 余家挥发性
有机物排放企业 详细报道刊 2版荩

2016 年 9 月 15 日
22时 04分，长征二号 F

T2 运载火箭搭载天宫
二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成功发射

天宫二号昨晚受控离轨按期归来 空间实验室阶段全部任务完成

中国空间站时代已经到来
2019 年 7 月 19 日

21 时 06 分， 天宫二号
受控离轨并再入大气
层，少量残骸落入预定
海域

2017 年 4 月 27

日，天舟一号货运飞船
与天宫二号成功完成
首次推进剂在轨补加
试验

2016 年 10 月 19

日，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
船与天宫二号成功实现
交会对接。 航天员景海
鹏、陈冬进驻天宫二号 刊 3版荩

发 射 对 接 加 注 归 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