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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市管干部任职前公示
为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进一步扩

大民主， 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把干部选
好、选准，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条例》规定，经市委研究决定，对下
列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

倪俊南， 男，1972 年 6 月出生，汉
族，籍贯浙江萧山，研究生学历，工学硕
士学位，1997年 4月参加工作，1993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中共杨浦区
委副书记（正局长级）。拟任市级机关正
局职干部。

姬兆亮， 男，1964 年 4 月出生，汉
族，籍贯新疆吉木萨尔，研究生学历，管
理学博士学位，1987 年 7 月参加工作，

1986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中共
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副区长，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正局长级）。拟为地区政协正职人选。

马笑虹，女，1971年 2月出生，汉
族，籍贯上海，大学学历，高级管理人
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高级记者，

1993 年 7 月参加工作，1989 年 5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解放日报社副
总编辑。拟任市属事业单位正职。

倪斌， 男，1968 年 5 月出生，汉
族，籍贯江苏盐城，中央党校研究生
学历，1986年 9月参加工作，1989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上海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党组副书记 （正局长
级）。拟任市管企业正职。

王观宝， 男，1964年 11月出生，

汉族，籍贯江苏阜宁，在职研究生学
历， 法律硕士学位，1987年 7月参加
工作，1986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任中共闵行区委常委、 组织部部
长。拟任地区党委副职。

徐靖，男，1972 年 7 月出生，汉族，

籍贯江苏扬州，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
士学位，1997年 7月参加工作，1997年
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任中共徐汇区
委办公室主任。拟任地区党委常委。

毕桂平， 男，1975 年 4 月出生，汉
族，籍贯湖北谷城，研究生学历，工学博
士学位，2002年 7月参加工作，1996年
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任上海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
长。拟为地区政府副职人选。

杨东升， 男，1973年 11月出生，汉
族，籍贯江苏吴江，研究生学历，工学硕
士学位， 公共管理硕士学位，1998年 3

月参加工作，1994年 1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现任长宁区商务委员会主任、党组
书记，区经济委员会主任。拟为地区政
府副职人选。

周诚，男，1974年 11月出生，汉族，

籍贯浙江宁波，大学学历，法学学士学
位，1997年 7月参加工作，1996年 6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黄浦区小东门街
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拟为地
区政府副职人选。

陶峰，男，1970年 12月出生，汉族，

籍贯江苏通州，在职研究生学历，文学
硕士学位， 高级编辑，1992年 7月参加
工作，2000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

任解放日报社上观编辑中心总监。拟任
市属事业单位副职。

贺莉， 女，1972 年 11 月出生，汉
族，籍贯山东德州，在职研究生学历，

教育学硕士学位，1994 年 7 月参加工
作，1994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市
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专项办公
室）处长（主任）。拟任市管高校党委副
职。

周磊，男，1978 年 7 月出生，汉族，

籍贯上海，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
硕士学位， 经济师，2000年 7月参加工
作，2003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总监，上海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拟任市管企业副职。

上述公示对象中需执行任职试用

期的， 按照有关规定实行任职试用期
制度 。 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8 月 23

日～2019 年 8 月 30 日。 如对公示对象
有情况反映的， 可在公示期间向市委组
织部反映。 联系电话：12380，24021442

（传真）；联系地址：高安路 19号市委组
织部干部监督室（邮编 200031）；网上举
报：上海市委组织部“12380”举报网站
（http://www.shanghai12380.gov.cn）；短信
举报：手机（限上海地区用户）发送短信
至 1063912380，18802112380。

我们将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履行保
密义务。为便于对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
核实，请在反映问题时，提供具体事实
或线索，并请提供联系方式，以便我们
将核实情况作反馈。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
2019年 8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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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市委常委
会用整整一天时间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
题民主生活会。市委书记
李强在会上强调，开展好
主题教育，最根本的是抓
好整改落实。

马克思说：“一步实际
行动胜过一打纲领。”这并
非否定纲领的作用， 而是
强调行动的重要。 世界上
的事都是干出来的， 纲领
要通过行动才能变现，才
具有实际意义。否则，再多
的纲领也只是一纸空文。

这与我们党一直强调的
“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在
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干部是群众带头人，

“实干兴邦”， 首先要求干
部“干”字当头，以“踏石留
印，抓铁有痕”的精神推进
各项工作。 这就需要切切
实实在其位谋其政， 任其
职尽其责， 面对矛盾敢于
迎难而上， 面对危机敢于
挺身而出， 面对大是大非
敢于亮剑， 面对失误敢于
承担责任。不尸位素餐，不
得过且过， 不遇事避重就
轻，不碰到问题绕道走，不
逃避自身的责任。 现实生
活中，一些干部嘴上说“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当
群众真的遇到急难愁事，

需要干部拿出办法、 有所
担当时，他们却当起了“甩
锅侠”。这种干部，怎么能
让人民群众满意？

自然，想干事，还要
能干事。 这就要加强学
习，克服“本领恐慌”。要努力提升政治业务
水平，提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改变
那种只当“二传手”“复印机”“传声筒”的庸
懦状况，从而积极发扬创造精神，想别人所
未想，做别人所未做，提出新见解，探索新办
法， 努力解决常人或前人所未解决的问题，

在推进改革开放大业中求卓越， 争一流。如
此“行胜于言”，才能干成事，对党和人民的
期望交出好的答卷。

毋庸讳言，尽管现在的干部总体上是过
硬的，是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但十个
指头有长短，也存在“做官不做事”的现象。

一些人疲疲沓沓，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
至不撞钟；一些人“言胜于行”，是“言语的巨
人，行动的矮子”；一些人畏难避险，绕着矛
盾走。这样缺乏责任担当，是有违干部为人
民干事的天职的。

闲散懒惰、 无所作为， 或者缺乏担当、

“责任甩锅”，都属于庸官现象。有人怕贪不
怕庸，为庸官辩护说：“庸官虽无功，但也无
大过。”殊不知吃人民的饭，不为人民办事，

无功就是过。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里有一
个故事，说一位官员死后见阎王，自称清廉，

所到之处只饮一杯水，不收一分钱，自认无
愧。不料，阎王训斥道：“不要钱即为好官，植
木偶于堂，并水不饮，不更胜公乎？”官员辩
解：“某虽无功，亦无罪。”阎王说：“公一生处
处求自全，某狱某狱，避嫌疑而不言，非负民
乎？某事某事，畏烦重而不举，非负国乎？三
载考绩之谓何，无功即有罪矣。”这里对“处
处求自全”的庸官的针贬，可谓入木三分。

实际上，庸懒与贪腐一样，是官场的毒
瘤，在思想上背离为民服务宗旨，在行动上
损害人民利益，两者是相通的，因而有人说，

官场上的庸懒现象也是一种“腐败”。以“为
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为初心的中国
共产党人，自然不容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同
样也不许尸位素餐，无所作为。因此，在深入
反腐的同时，也要把治庸治懒作为整顿干部
作风的一项重要任务，让那些滥竽充数的无
所作为的南郭先生和“甩锅侠”们下岗，让那
些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
的干部发挥更大的作用。

上海高岛屋重拾信心继续经营 宜家中国 2020财年拟投资 100亿元

外资零售业“加码中国”有信心
“由于得到了物业业主公司的支持以及上

海市和长宁区相关部门的协助，重拾信心继续
经营。”昨天午间，零售百货公司高岛屋发布公
告，称其将在 8月 25日以后继续正常经营。高
岛屋由动摇转坚定，再一次证明外资零售业依
旧看好中国、看好上海。

既有大战略也注重“本土化”

中国作为全球消费人口最多的单一市场，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巨大的
消费潜力无人能忽视。日前，宜家中国也表达
了“加码中国”的信心。它在北京发布了致力于
未来三年发展的“未来+”发展战略，宜家中国
区总裁安娜·库丽佳说，“中国城镇化建设不断
深入、数字化发展迅猛、大众人均可支配收入

不断增加，相信‘未来+’发展战略将帮助我们
为更多中国大众创造更美好的日常生活。”她
还介绍说，2020财年宜家中国已经落实的投资
额有 100亿元人民币，是宜家中国历史上最大
年度投资额，并将招聘超过 3000名新员工。

据了解，宜家将全面升级现有商场，继续
扩大线上和线下渠道覆盖范围， 未来 4 个月
内，“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再开 4家新商场，

并进一步扩大电子商务覆盖范围；启动“小型
商场战略”，首家小型商场将于 2020年春节前
在上海开业。

本世纪初，中国加入 WTO，外资零售业迎
来全面对外开放， 当时的三大外资超商业态，

大卖场、标准超市、便利店充当了开疆拓土的
“急先锋”。如今，大卖场、标超遭遇网购袭击至
今未喘过气，而便利店因为船小掉头快，“风景
这边独好”。在南京东路地铁站，罗森（中国）新

开的一家 Hello Kitty主题店，成为不少年轻人
走过路过而不愿错过的地方。

罗森（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张
晟说，“在中国发展，既要做大做强，更要求新求
变，我们的目标是做一家身段最柔软的企业。”

紧紧追随中国新零售热浪的外资零售业，

远远不止罗森。上海中心全家旗舰店里，只见
八台自助收银机一字排开。 上海中心店店长
说，“使用自助收银机后，高峰时排队人数减少
一半，来客数因此增加近 20%。”

抢抓中国消费升级的“风口”

消费升级的同时， 消费多元也在发生，在
这股外资零售业的“二次创业”浪潮之中，发达
国家已经十分成熟的会员折扣店、奥特莱斯等
业态加大在华扩张力度，站到了“风口”。今年 6

月 7 日，世界 500 强、德国零售巨头阿尔迪的

中国首店正式落户上海；6月 28日， 世界 500强
排名第一、全球零售百强排名第一、沃尔玛旗下
的会员制商超巨头———山姆会员店在青浦赵巷
开出新店，这也是时隔 9 年后，山姆会员店在本
市开出的第二家门店， 也是全国第 26家门店；8

月 27日，全美第二大、全球第七大零售商 Costco

中国首店也将在闵行揭开面纱。

而与迪士尼比邻的上海奕欧来奥特莱斯，也
正在品尝消费升级和消费多元的“甜头”。“这是年
龄最小、 规模最大、 业绩增长最快的比斯特购物
村。” 唯泰集团中国区首席商务官西蒙·威廉姆森
说，2019年国庆黄金周前后， 上海奕欧来奥特莱
斯在现有 160个国际知名大牌的基础上， 还将增
加近 15个奢侈品牌和潮流品牌， 达到 175个品
牌，并且预计 2019年底，将达到超过 200个品牌。

同时， 苏州奕欧来奥特莱斯第二期也已经进入建
设阶段，工程完成后预计能新增 80家精品店。

拉美议会议长访问上海
本报讯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贵玉昨天中

午在人民大厦会见了来访的拉美议会议长皮萨
罗一行，他向客人介绍了近年来上海城市建设和
经济发展现状及上海人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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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海燕）

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经济
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
“2019国是论坛” 昨天在上
海举行。

此次论坛主题为“迈向
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邀请
国际组织代表、国务院有关
部门负责人、 国务院参事、

地方政府参事和专家学者、

企业家共同研讨对外开放
新举措、合作共赢新机遇。

论坛上，全国政协副主
席、 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作
了“加强科技创新 推动高水
平开放合作”的主旨演讲。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
长卢鹏起、 东南亚国家联盟
副秘书长阿拉丁·里诺、联合
国驻华协调员罗世礼、 世界
经济论坛执行董事、 大中华
区首席代表艾德维、 国务院
参事朱光耀、 上海市政府参
事石良平分别作主旨演讲。

在 “对外开放新举措”

“合作共赢新机遇”“参事讲
堂”三场专题研讨中，来自上
海、北京、天津、河北、山西、

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
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
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等
省市自治区的政府参事与专
家学者， 立足不同的地域特
色、专业特点，从多元视角展
开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法制保障和营商环境、WTO

改革等的圆桌对话， 就如何
进一步迈向更高水平的开放与改革献计献策。

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 主任王仲伟，上
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群和中国经济体制改
革研究会副会长王战致辞。

解放论坛·中国新闻名专栏

市内免税店开业
昨天上午 10时， 位于浦东新区即

墨路、银城路路口的上海市内免税店正
式开业。

上海市内免税店坐落于即墨路与
银城路交叉口西北方向，位于已开业的
尚悦湾广场正对面， 属于尚悦湾（Gala

Hall）商业综合体一部分，毗邻地铁浦东
大道站，步行距离约 400米。此外，其附
近还有两个公交车站———银城路浦东
南路站和银城路日照路站，步行距离分
别为 100米和 200米。

本报记者 孟雨涵 摄

新闻热线：021-63523600

广告热线：021-22899999 转解放日报广告中心
今日 国内邮发代号：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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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 温度：最高 32℃，最低 26℃

风向：东北 风力：3-4级
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 温度：最高 32℃，最低 26℃

风向：偏东 风力：4-5级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设立 AI国际日和开发者日

集聚最鲜活AI应用打造极客盛宴
本报讯 （记者 刘锟 实习生 赖丽芳）

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走来。 昨天，市
经济信息化委全新公布大会期间的十余场
特色活动， 包括 SAIL颁奖典礼、AI国际日、

AI开发者日、 人工智能法制安全研讨会、AI

青年科学家人才高端对话等。 其中，AI国际
日和 AI开发者日都是首次设立， 旨在共同
打造人工智能创新生态。

想看微软小冰、德国费斯托、意大利特
奥钢琴机器人这些全球最前沿尖端 AI科技
的现场秀吗？ 在国际日系列活动中，AI快闪
嘉年华的现场将以沉浸式的舞台表现方式，

呈现 AI科技的鲜活应用， 现场观众可以遨
游 AI世界，深度体验图像识别、机器深度学

习、人机互动、空气动力学、生物电等科学技
术的应用，每场表演时间约 60分钟。

本届大会还面向 AI开发者特设 “AI开
发者日”，创新性地设置 36小时黑客马拉松
比赛、4个开发者诊所互动区域、6场演讲单
元等环节，打造专属极客的开发盛宴。在活
动现场，备受开发者关注的英伟达、百度、华
为、阿里巴巴等知名企业将进行 DEMO互动
体验和现场答疑。

除了好玩的现场活动和高大上的开发者
日活动，“全球高校 AI联盟高端对话”将聚集
一批世界著名高校校长以及人工智能学院院
长开展高端对话；AI青年科学家人才高端对
话通过组建青年人才联盟和启动青年学习计

划，推动青年人才培养工作；法治、安全研讨两
场活动关注人工智能法制建设， 向世界展示人
工智能治理的中国方案； 智能城市峰会将探讨
人工智能如何推动城市的发展和进步。 此外，

SAIL大奖将评选出 4项代表国际一流水平的
人工智能发展成果， 展现人工智能最新技术和
应用；AI+艺术欣赏体验会将展现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如何与音乐、舞蹈、戏曲结合。

大会期间，不少成果也将在特色活动上进
行发布， 比如各类人工智能倡议集中发布，包
括《人工智能安全与法治上海导则》、AI城市生
态圈倡议等；启动青年人才“A 班计划”，首批
学员将集体亮相；AI安全十大优秀论文也将在
“人工智能安全高端对话”上揭晓。

扫码重温
“今日中国”

“今日世界”

临港新片区揭牌后迎首个大动作
上海临港智能网联汽车综合测试示范区正式开园

■本报记者 王志彦
上海临港智能网联汽车综合测试示范区

昨天正式开园。 这也是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
新片区揭牌后，迎来的第一个实质性项目。

去年 5 月，临港地区发布了《陆海空无
人系统综合示范区规划方案》（简称“三无系
统”规划）。此次开园活动标志着临港地区在
推动“三无系统”规划落地的过程中迈出了
坚实一步。

示范区英文名 Future LAIV谐音 Future

Life（明日生活），预示着在临港这个明日之
城，车路协同智能交通将聚焦于“人”，从产
业趋势、关键技术、设计应用等角度，集合汽

车、通信以及物联网行业最先锋的企业和技
术，真正将智能产业融于智慧城市，将前沿
科技融入现代生活。

截至目前，临港测试示范区一期已建成
并试运行，包括 26.1公里开放测试道路、3平
方公里封闭测试区及数据中心， 并实现了区
域内 4G、5G网络全覆盖，初步构建了车路协
同智能交通系统环境。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产业发展首席规划师
顾长石表示，与目前国内已投用测试区相比，

“临港测试示范区”具有道路条件更好、区域
范围更大、场景更科学丰富、网联功能更强、

提升空间更大、 覆盖产品更全、 测试环境更
真、技术支撑更强等特点。

记者了解到，临港测试示范区能够满足自
动驾驶集卡、乘用车、公交车、城市作业车等不
同类型车辆的系统定型、传感器标定、无人系统
性能等多方位测试需求， 同时可以为车企提供
世界少有的、集“港口与机场、产业区与城市生
活区、高速公路与城市道路乡村道路”等为一体
的、丰富的测试与示范运营场景。

目前，临港已经集聚了上汽荣威、上汽大
通、嬴彻科技、博雷顿、华人运通、纽劢科技等
整车企业，以及科大讯飞、地平线、主线科技、

图森未来等人工智能企业，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链初具规模，临港测试示范区的产业集聚作用
逐步显现，创新创业环境更具活力，产业能级
进一步提升。

1988年 8月 24日， 上海市残疾人
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380 多位
来自本市各条战线的各类残疾人和残
疾人家属、 残疾人工作者代表欢聚一
堂，共商本市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大计。

第二天出版的《解放日报》发表短
评《全社会要更加关心残疾人》，文章指
出： 本市近 50万残疾人从此有了自己
的统一组织，在全面参与社会生活的道
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可喜可贺！

愿社会各界都向残疾人伸出温暖的手，

以实际行动温暖残疾
人的心，使残疾人能够
同健全人一样，以平等
的权利和机会，共同参
与创造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分享
社会主义文明的成果。

（本报记者 倪佳 整理）

1988年 8月 24日
市残联第一次
代表大会开幕

■本报记者 吴卫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