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能忘记红色政权是怎么来的、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始终高举红色的旗帜，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先辈们开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创造出无愧历史时代人民新的更大业绩
在河南考察时强调，开展主题教育，党员干部要多学党史新中国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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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功勋模范人物致敬！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有”标准，从都市到山村
校园中好老师诠释师德师风

为学生成长描绘美好图景

均刊 3版荩

李强主持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提高思想认识，坚持规划先行，多措并举提升实效

旧区改造推进要加大力度加快速度
还研究社会稳定工作，要求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守土有方守土有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本报讯（记者 谈燕）市委常委会昨天下
午举行会议，研究旧区改造、社会稳定、农业
发展等事项。 市委书记李强主持会议并讲
话。

会议指出， 旧区改造既是民生工程，也
是民心工程。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合力攻坚，

取得良好进展， 但下阶段任务依然艰巨繁
重。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
重要讲话精神，着眼长远、着眼大局，进一步
提高思想认识，加大推进力度，加快推进速

度。要坚持规划先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
快规划实施方案编制，及早谋划地块后续功
能，创新推进中心城区二次开发。进一步细
化规划土地扶持政策， 完善征收补偿机制。

要多措并举，提升工作实效性。加强统筹、市
区联手，充分发挥区和市属、区属国有企业
等改造主体作用， 探索引入并用好社会资
金，提升旧区改造综合效应。要坚持住房条
件改善、历史风貌保护和城市品质提升有机
统一。

会议指出，全市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把
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
上来，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大局观念，细化工作
措施，全力做好当前社会面稳定工作，决不能
有丝毫麻痹松懈。要切实维护政治安全，全面
强化整体防控，严格落实工作责任。主要领导
要承担起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第一责任，分管
领导和职能部门要全力抓推进、抓落实，层层
压实责任，强化值班备勤。要守土有责、守土尽
责，守土有方、守土有效，不折不扣把各项工作

部署落到实处，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营
造良好社会环境。

会议指出，粮食生产功能区、蔬菜生产保
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划定工作是都市现代
绿色农业发展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要紧密结合
上海超大城市实际和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巩
固划定成果，落实管护责任，切实把农业“三区”

保护好、建设好、管理好，积极推进农业种植业
结构调整，更好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做优做强区级医院完善分级诊疗
应勇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进博会期间将举行上海城市推介活动

本报讯（记者 孟群舒）市委副书记、

市长应勇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
议，研究做优做强区级医院，优化完善分
级诊疗制度； 研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
核工作，坚持公益性导向，提高医疗服务
效率；研究部署举办上海城市推介活动，

进一步放大进博会的溢出带动效应。

经过多年建设，本市医疗资源总量
和发展水平总体处于全国前列，居民健
康三大指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并形成
了“市级医院—区级医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的基本医疗服务三级网络。近

年来，市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总体
发展情况较好，处于中间层的区级医院需
进一步提升综合服务能力。为深化本市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破解区级医院建设发展
瓶颈，市有关部门制订了相关实施意见。

下转荩11版

从严从细从实落实整改方案
尹弘督导杨浦区扫黑除恶整改工作

本报讯 昨天，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尹弘带领市扫
黑办等部门督导杨浦区扫黑除恶整改工作。

尹弘一行来到位于杨浦区的东方国际水产中心， 实地
察看水产中心商铺治理和扫黑除恶整改情况。下转荩11版

构建政协理论研究思想库
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70周年理论

研讨会召开，董云虎讲话
本报讯（张骏 王珮雯）9月 18日，上海市政协庆祝人

民政协成立 70周年理论研讨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围绕更
好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开展研讨。市政协主席
董云虎出席研讨会并讲话。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政
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刘佳义，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十一届
全国政协常委李君如受邀分别作题为“专门协商机构的来
龙去脉”“新时代人民政协理论的三大创新”的主旨发言。

下转荩11版
相关报道：理论研讨会发言摘登 刊 10版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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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谈燕）市
委常委会昨天下午举行议军
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强军思想，研究支持推进驻
沪部队建设改革，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党管武装工作。市
委书记、上海警备区党委第
一书记李强主持会议并讲
话。

市委副书记、 市长应
勇，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
璀， 市委副书记尹弘出席会
议。会上，市委常委、上海警
备区政委凌希传达了习近平
主席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
重要指示精神， 上海警备
区副政委周夕根汇报了上
海国防和驻沪部队建设情
况。

会议指出，驻沪部队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习近平强军思想，政治建设
有力、改革持续深化、练兵
备战扎实、 国防动员有效，

在防汛抗台、抢险救灾等急
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全
力维护城市运行安全有序，

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

会议指出，要自觉强化
大局观念和国防意识，着力
推动上海在国防和军队建
设上走在前列。聚焦重点攻
坚突破， 努力形成全要素、

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
深度发展格局。 依法依规、

善始善终做好驻沪部队全
面停止有偿服务下篇文章。

适应国防建设新形势，切实
抓好国防动员，不断丰富国
防教育内容形式，引导全社
会关心和热爱国防，激励年
轻大学生参军入伍、积极投
身国防事业。

会议指出， 要凝聚合
力，不断提升新时代上海双
拥工作水平。

下转荩11版

上海有近 60万 0—3岁宝宝，在托育服务需求多样、资源有限条件下———

城市，如何给“最柔软人群”更好照护？
■在浦东、徐汇、静安、黄浦

和闵行 5个区先行试点、积累经
验的基础上，目前全市各区全面
受理相关托育机构申办。截至今
年 8月底，全市新设 143家合法

登记备案的 3岁以下幼儿托育服
务机构

■上海鼓励企业、园区、事业
单位参与兴办福利性托育机构，

让更多幼儿能享有普惠性的托育

服务
■本市每年为适龄幼儿家庭

提供至少 6次免费科学育儿指导
服务， 倡导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
科学育儿 刊 2版荩

新华社郑州 9 月 18 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
在河南考察时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
新发展理念，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打好
三大攻坚战，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
和谐稳定，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谱
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金秋时节，中原大地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到处生机盎然。9月 16日至 18日，习近平在
河南省委书记王国生、省长陈润儿陪同下，先
后来到信阳、郑州等地，深入革命老区、农村、

企业等，就经济社会发展和“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情况进行考察调研。

大别山区的信阳市新县，是鄂豫皖苏区
首府所在地。16日下午， 习近平首先来到鄂
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瞻仰革命烈士纪念
碑、纪念堂，远眺英雄山上“红旗飘飘”主题
雕塑。在纪念碑前，习近平向革命先烈敬献
花篮并三鞠躬，深情缅怀为革命胜利献出宝
贵生命的英雄儿女。在纪念堂内，习近平听
取革命烈士事迹介绍， 高度评价他们的贡
献。他强调，这次考察第一站就是鄂豫皖苏
区首府烈士陵园，目的是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缅怀革命先烈，告慰革命英灵。

我每次到革命老区考察调研，都去瞻仰革命
历史纪念场所，就是要告诫全党同志不能忘
记红色政权是怎么来的、 新中国是怎么来
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就是要宣
示中国共产党将始终高举红色的旗帜，坚定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先辈们开创的事
业不断推向前进。

接着，习近平来到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
物馆，了解鄂豫皖苏区的革命历史。鄂豫皖苏区
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创建的
根据地之一， 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
根据地，诞生了多支红军主力，创造了“28年红
旗不倒”的奇迹。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刘邓大
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落脚地。 博物馆展陈了许
多珍贵的革命文物，习近平驻足察看，不时同大
家交流，追忆峥嵘岁月。习近平强调，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员、干部要多学党
史、新中国史，自觉接受红色传统教育，常学常
新，不断感悟，巩固和升华理想信念。革命博物
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
色基因库。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

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
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参观结束后， 习近平来到博物馆内院，会
见了当地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代表，同大
家一一握手问候。习近平动情地说，今天我特
地来看望大家，向大家和所有苏区红军后代、革
命烈士家属表示亲切慰问。吃水不忘掘井人。我
们绝不能忘记革命先烈，绝不能忘记老区人民，

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 让老区人民过上更
好生活。要做好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工作，保
障好老区群众生活，让革命烈士含笑九泉。红军
后代、 革命烈士家属传承革命精神有说服力和
感染力，要把先辈们的英雄故事讲给大家听，讲
给年青一代听，激励人们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实
现美好生活而奋斗。 下转荩5版

习近平告诫全党同志并宣示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党员、干部要多学党史、新中国史，

自觉接受红色传统教育， 常学常新，不
断感悟，巩固和升华理想信念

巩固和升华理想信念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 实体经
济是我国发展的本钱， 是构筑未来发展
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 要坚定推进产业
转型升级， 加强自主创新， 发展高端制
造、智能制造，把我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
搞上去，推动我国经济由量大转向质强

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
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

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 要讲好
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
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
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
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抓好第二批主题教育
各级党委要总结运用好第一批主

题教育成果， 抓好第二批主题教育。要
注重分类指导，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注重减轻基层负担，注重开门抓教
育，注重解决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紧迫
问题，切实把党中央关于主题教育的各
项要求落到实处

实体经济是发展本钱

16日下午，习近平来到位于信阳市新县的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瞻仰革命烈士纪念
堂。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17日上午，习近平来到信阳市光山县槐店乡司马光油茶园，同正在劳作的村民和管理人员交流。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