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9月 日 星期三
己亥年八月十三 农历八月廿五秋分

第25648号 今日十六版

11

上海报业集团·解放日报社出版JIEFANGDAILY www.jfdaily.com

习近平向全国教师致以节日问候
会见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 李克强王沪宁参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 9月 10日电（记者 杨维汉
胡浩） 在第三十五个教师节到来之际， 庆祝
2019年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表彰大会 10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
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受表彰代表， 向受到表彰
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 向全
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王沪宁参加会见。

上午 11时， 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
北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等走到
代表们中间，同大家热情握手，不时交谈，并
同大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
春兰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上讲话。 她说，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 我国教育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广大教师为人师表、潜心育人，

为国家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
教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围绕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以德施教、立德树
人，刻苦钻研、教学相长，尊重宽容、严爱相
济，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各地
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教师待遇，增强教
师职业吸引力，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会上表彰了 718名“全国模范教师”、79

名“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597个“全国
教育系统先进集体”，以及 1432 名“全国优
秀教师”、158名 “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授
予 1355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此前，教育
部等还推选了 10位“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全国模范教师代表、河北省辛集市清河
湾学校教师张梦伟，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代
表、 广西北海市涠洲岛幼儿园教师范徽丽，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代表、苏州建设交通
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校长郝云亮，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获得者代表、四川大学教授谢和平分
别在会上发言。

丁薛祥、陈希、尤权、蔡达峰、夏宝龙参
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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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虹口区， 市民驿
站是政府联系居民最直
接的窗口。 去年 11月 6

日，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
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
街道第一分站， 逐一察
看综合服务窗口、 托老
所、党建工作站等。总书
记说，城市治理的“最后
一公里”就在社区。社区
是党委和政府联系群
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
梢，要及时感知社区居民
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一件一件加以解决。

不到一年时间，市
民驿站的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得到进一步拓
展和延伸，助餐点覆盖
的人群更广，托老所变
得更加智慧和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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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魅力越来越强，创新药加速获批上市，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明显增强

跨国药企加码升级“中国研发创造”
本报讯 （记者 张煜）昨天，记

者从进博局了解到， 备受关注的医
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不仅是第二
届进博会率先报名满额的展区，而
且还吸引了更多在抗癌药研制领域

全球领先的企业参展。 全球处方药
销售额最大、 市值最高的创新生物
制药企业辉瑞就是其中之一。 对跨
国药企来说， 进博会的魅力正变得
越来越强。“通过首届进博会以及溢
出效应， 我们看到这个展会为跨国
药企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绝
佳的平台与契机。”罗氏制药中国企
业事务与传播部副总裁隆伟利说。

去年亮相于首届进博会的罗氏
抗癌药安圣莎， 仅在美国获批的 9

个月后，便迅速在中国获批，基本实
现与欧美的同步上市。“以往， 进口
创新药在中国获批上市一般要比欧
美晚 5年到 6年， 安圣莎的加速获

批上市见证了中国新政下的中国加速
度。”隆伟利表示。罗氏的乳腺癌创新
靶向药帕捷特也于今年在短短 8个月
内即获批适应症。 默沙东中国区副总
裁、战略业务规划负责人张丽坤介绍，

仅 2018年一年，默沙东就有 9种创新
药和疫苗在中国获批。

随着创新药的加速获批和上市，

以及中国患者对进口创新药的可及性
和可支付性的提升， 跨国药企对中国
市场的长期信心也逐步增强。“未来，

我们希望更多的抗肿瘤产品可以在中
国获批， 并且希望把中国变成世界最
大的创新出口国， 而不仅仅是一个创
新的进口国。”强生（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进博会， 各大跨国药企不仅
看到并摸清了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

还越来越把中国视为企业全球战略布
局中重要的研发基地。已进入中国 27

年的默沙东表示， 默沙东已在中国实
现研发、制造和商业运营三擎合一，越
来越多的创新药物开始在中国研发和
审批上市。罗氏介绍，上海目前已成为
继旧金山和巴塞尔之后的罗氏第三大
全球战略中心，其于 2015年在此增资
8.63亿元人民币建设的创新中心即将
于今年内竣工，从而让“中国制造”真
正升级为“中国创造”，让“中国研发，

服务全球”。

第八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开幕，黄坤明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致辞

为中国与世界互鉴共赢贡献智慧力量
来自 35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 3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 蒋建国出席开幕式，应勇主持
卜励德、滨下武志、施舟人、杜维明获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并分别发表感言

本报讯 （记者 谈燕）9 月 10 日，以
“中国与世界：70年的历程”为主题的第八
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开幕。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开幕
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开幕式上致辞。

黄坤明、李强为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获得者颁奖。

黄坤明指出，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中
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真诚相处、 守望相助、

命运相依，在办好自己事情的同时，积极
为世界作贡献。我们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
放， 推动近 14亿人口从温饱不足走向全
面小康， 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为各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贡献中国智慧。

我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

积极推动人类和平发展事业，始终做世界
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
秩序的维护者。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合作
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为增进各国
人民福祉创造了新的机遇。

黄坤明表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 人类面临共同风险挑战，需
要我们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文明
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
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搭建更多沟
通交流的平台， 开展更多平等互信的对
话，不断增进理解、凝聚共识，为中国与世

界的互鉴共赢贡献智慧和力量。

李强指出，经过 70年的不懈奋斗，中
国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
中国奇迹。上海是中国发展进步的生动缩
影，浦东由一片阡陌农田变为高楼林立的
现代化新城，从一个侧面回答了马克思主
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正是中国共产党
和社会主义中国所拥有的独特政治优势，

使中国发展动力更足、 人民获得感更强、

同世界互动更深，也必将为促进人类文明
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
贡献。

李强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上

海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 坚定不移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

进一步弘扬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

努力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
先行者。 希望与会嘉宾围绕本届论坛主
题，发表真知灼见，碰撞思想火花 ，为中
国、为上海新时代新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
力量。

中宣部副部长蒋建国出席开幕式。上海
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主持。捷克前总理伊
日·帕鲁贝克在开幕式上作演讲。获得第五
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的美国亚洲协会名誉
会长卜励德， 日本东洋文库研究部长滨下
武志、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施舟人、哈佛大
学荣休教授杜维明分别发表获奖感言。上海
市领导周慧琳、诸葛宇杰出席。

潘岳、李君如、张道根、樊纲、卜励德、施
舟人、郝福满等中外专家学者作了大会演讲。

世界中国学论坛由国务院新闻办和上
海市政府共同主办， 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上海
市政府新闻办联合承办。来自 35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的 3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本届论坛。

全球首个综合性5G应用展示联创平台亮相北外滩

“5G全球创新港”开港
本报讯 （记者 周楠）昨天，全球

首个综合性 5G 应用展示及联创平
台———“5G全球创新港”在上海北外
滩滨江正式开港，虹口“上海 5G综合
应用先导示范区”同时揭牌。

坐落于上海北外滩核心区域的
“5G全球创新港” 聚焦全球信息科技
的发展前沿，集 5G技术展示、联创平
台、场景应用、科学普及等诸多功能于
一体。 创新港云集了 5G高端行业和
产业伙伴，通过上海 5G“双千兆宽带
城市”的落地，加速行业和数字经济智
慧转型，全面激发上海科技经济活力。

记者在现场看到，进入“5G全球
创新港”， 就像进入到一个炫酷的未
来世界中。 下转荩8版

■会上表彰了 718名 “全国模范教师”、79名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
者”、597个“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以及 1432名“全国优秀教师”、158名
“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授予 1355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此前，教育部等
还推选了 10位“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9月 1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庆祝 2019年
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受表彰代表。 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重温嘱托看变化

■习近平走进
虹口区市民驿站嘉
兴路街道第一分
站， 逐一察看综合
服务窗口、托老所、

党建工作站等

■习近平强调，

垃圾分类工作就是
新时尚！垃圾综合处
理需要全民参与，上
海要把这项工作抓
紧抓实办好

■习近平叮嘱，

城市治理的“最后一
公里” 就在社区。社
区是党委和政府联
系群众、服务群众的
神经末梢，要及时感
知社区居民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

一件一件加以解决。

老百姓心里有杆秤。

我们把老百姓放在
心中，老百姓才会把
我们放在心中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面临共同风险挑战，需要
我们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
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搭建更多沟通交流的平台，开展更多
平等互信的对话，不断增进理解、凝聚共识，为中国与世界的互鉴共赢贡
献智慧和力量

■经过 70年的不懈奋斗，中国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创造了举世瞩目
的中国奇迹。上海是中国发展进步的生动缩影，浦东由一片阡陌农田变为
高楼林立的现代化新城，从一个侧面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本报记者 周楠

“5G全球创新港”在北外滩滨江开港。 虹口区供图

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里，老年人正在学习书画。 司占伟 摄

2018年11月6日

虹口区
市民驿站

习总书记强调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开齐开足体育课

体育教育为孩子插上强壮翅膀
■201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
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
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如今，从课程到设施，从理念到实践，体
育教育正发生着深刻变化。越来越多的孩子们
走出教室，走到阳光下，跑到操场上，享受体育
的乐趣，插上强壮的翅膀 详细报道刊 5版荩

中国与世界：70年的历程

拥抱世界 融入世界 共建世界
刊 2版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