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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多云 温度：最高 29℃，最低 24℃

风向：北到东北 风力：4-5级，下午起 4-5级阵风 6级
多云 温度：最高 27℃，最低 23℃

风向：东到东北 风力：3-4级

推进自贸区新片区建设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让寸土寸金之地飞出新的金凤凰
中共上海市委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应勇出席

本报讯 （记者 孟群舒）中共上海市委
昨天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围绕“推进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建设，加快构
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一议题，听取各民
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及无党派人士的意见

和建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出席并与大
家座谈交流。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郑钢淼
主持会议。

会上，民革市委主委高小玫、民盟市委
主委陈群、民建市委主委周汉民、民进市委

主委黄震、农工党市委主委蔡威、致公党市
委主委张恩迪、 九三学社市委主委赵雯、台
盟市委主委李碧影、 市工商联主席王志雄、

无党派人士代表樊芸分别围绕加强法制税
制及管理制度创新、 下转荩5版

“智能、互联———赋能产业新发展”：第 21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开幕式暨颁奖仪式举行

把工博会打造成世界级会展名片
李强宣布开幕，徐匡迪颁发“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大奖”，李晓红应勇致辞

本报讯（记者 谈燕）

以“智能、互联———赋能
产业新发展”为主题的第
21 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
会开幕式暨颁奖仪式，昨
天上午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
委书记李强宣布第 21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
会开幕。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
院原院长徐匡迪为 10家获奖单位颁发 “中
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大奖”。 中国工程院院长
李晓红，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致辞。

开幕式前，李强、徐匡迪、李晓红、应勇
等与中外嘉宾一起参观了工博会获奖产品
专区和部分展馆，仔细察看最新科技创新成
果和工业制造产品，并同参展的中外企业负
责人交流互动。 李强等前往工业自动化展，

分别察看施耐德电气、德国倍福、西门子、深
圳英威腾等中外企业展示的智能制造前沿
技术和前端展品；在科技创新展，了解中国
科学院、西北工业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推
进产学研一体化的最新成果；来到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应用展，察看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
等展台，了解上海电气、海尔集团、中国联
通、智能云科、京东等企业在“5G+工业互联
网”等方面的新技术新应用新模式。

开幕式上，李晓红指出，中国国际工业

博览会见证了中国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创
新奇迹。中国工程院将与上海市和各有关部
委携手努力，进一步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不断提升工博会影响力、号召力、创新
力， 共同把工博会打造成为世界级会展名
片， 共同推动中国和世界工业经济繁荣发

展。以中国工程院与上海市政府深化合作共
建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上海研究院为新
的契机， 积极组织开展战略研究和协同创
新、核心技术攻关，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提
供有力智力支撑。

应勇指出， 上海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

始终把经济发展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围绕
建设 “五个中心”，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围绕产业链部署
创新链，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

航空航天、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加强关键核
心技术攻坚突破， 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围
绕巩固提升实体经济能级，实施更加开放的产
业政策，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相信在各方
共同努力下，工博会将为中国和全球工业创新
带来积极推动作用、更多发展机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张峰、商务部部
长助理任鸿斌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辞。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钟志华， 国家发改委、

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贸促会、中国机械工
业联合会和浙江、辽宁、黑龙江、广西、云南、青
海、 新疆等兄弟省区市相关负责同志出席。上
海市领导吴清主持，诸葛宇杰出席。

本届工博会为期 5天， 共设 9大专业展，

展区面积 28万平方米，集中展示智能、互联驱
动下的产业发展新成效和工业最新技术、产品
和服务，来自 27个国家和地区的 2600多家企
业参展。 其间将举行 2019创新与新兴产业发
展国际会议、第八届中国机器人高峰论坛暨第
五届 CEO圆桌峰会等专题活动， 预计中外专
业观众参观人数将超过 17万人次。

相关报道 ：长三角协同创新成果亮相
工博会 刊 2版荩

打造科技创新“引进来”重要窗口
2019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国际会议召开，李晓红应勇致辞

本报讯 （记者 孟群舒）科技创新引领
新产业发展，创新驱动塑造产业新引擎。9月
17日-18日，中国工程院与上海市人民政府、

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牵头，会同国家发展改
革委、科技部、商务部、中国科学院、中国贸

促会、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上海召开
“2019 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国际会议
（IEID）”。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上海市委
副书记、市长应勇致辞。上海市委常委、副市
长吴清主持开幕式，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钟志

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黄三平
等出席。

李晓红在致辞时说，创新与新兴产业
发展国际会议举办多年来，创新成果层出
不穷。 下转荩5版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隆重表彰为新中国作出杰出贡献功勋模范

授予42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7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7

日签署主席令，根据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
会议 17日下午表决通过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予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的决定， 授予 42 人国家勋
章、国家荣誉称号。

另据新华社消息，国家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党和
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国家最
高荣誉。这次被授予共和国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 36

人，他们都是各方面最具代
表性、标志性，作出过杰出
贡献的优秀人物。70 年来，

许多国际友好人士， 满腔热
忱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为
促进中外交流合作， 维护世
界和平，作出了杰出贡献。这
次被授予友谊勋章的 6名外
国政要、国际友人，就是其
中的代表。 下转荩5版

“人民政协走近青年”举行
董云虎出席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张骏）在人民政协成立 70周年之际，

为让更多青年了解人民政协，加深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认知，昨天，一场别开生面的“人
民政协走近青年”舞台秀活动在上海戏剧学院拉开帷幕。

市政协主席董云虎出席。 下转荩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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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谈燕）

市委书记李强昨天下午在
调研城市运行管理平台系
统建设推进情况时强调，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城市管理要像绣花
一样精细的指示要求，紧扣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
运行“一网统管”的目标方
向，在数据汇集、系统集成、

联勤联动、共享开放上下更
大功夫，加快建设城市运行
管理平台系统，探索走出一
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管理
的新路子，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提供有
力支撑。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尹弘参加调研。

超大城市管理要像绣花
一样精细，需要充分运用人
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
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实时感
知发现问题、快速有效处置
问题的能力， 提升科学化、

精细化、智能化水平，确保城
市更安全更有序。今年以来，

按照市委、 市政府的部署要
求， 市相关部门积极推进城
市运行管理平台系统建设，

硬件、 软件和数据基础逐步
夯实， 初步建成城市运行管
理和应急联动处置系统。

下午，李强在市公安局
指挥中心观看城市运行管理
和应急联动处置系统演示，

听取系统规划架构建设进展
情况汇报， 察看该系统在应
急联动、防汛防台、风险防
控、交通管理等场景中的应
用情况。这一系统专注于城
市运行管理和应急处置领
域的智能化建设与应用，目
前已接入涉及基础设施、公
共安全、公共管理、生态环境
等领域的 30 多个部门、单
位， 并为相关职能部门以及
工作处置环节赋能。 李强还
听取了智慧公安建设和上海
公安大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工作汇报。 下转荩5版

9月 17日， 北京 2022年冬奥
会吉祥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发布
活动在北京举行。

这是北京 2022年冬奥会吉祥
物“冰墩墩”（左）和冬残奥会吉祥
物“雪容融”。 新华社 发

工博会现场模拟展示喷涂机器人。 本报记者 海沙尔 摄

开放创新
合作共赢

为世界经济重焕
生机探索路径

今年以来， 按照
市委、 市政府的部署
要求， 市相关部门积
极推进城市运行管理
平台系统建设，硬件、

软件和数据基础逐步
夯实， 初步建成城市
运行管理和应急联动
处置系统

三名普通党员
一堂“初心”党课

金山区在主题教育中提出
用好攻坚克难典型案例

锚定先进制造业
绘就发展新蓝图
本报今推松江特刊

刊 2版荩

刊 6-7版荩

第二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将于11月5日举行

北京 2022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发布

“冰墩墩”

“雪容融”

刊 2版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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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新华社

冰墩墩 雪容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