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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得到解决

咬定目标 一鼓作气 决战决胜
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李克强作批示

新华社北京 10月 17日电 在第六个国
家扶贫日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脱贫攻坚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中
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取得了显著
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
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打响脱贫攻坚战，全
党全国上下同心、顽强奋战，取得了重大进
展。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即
将历史性地得到解决，这将为全球减贫事业

作出重大贡献。

习近平指出， 当前， 脱贫攻坚已到了
决战决胜、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各地区
各部门务必咬定目标、一鼓作气，坚决攻

克深度贫困堡垒，着力补齐贫困人口义务
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和饮水安全短板，确
保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同全国人民一
道迈入小康社会。要采取有效措施，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
坚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作出批示指出，当前，脱贫攻坚已进入决胜关
键阶段。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再接再厉，持续推进脱贫
攻坚各项工作。要全面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集中力量攻克深度贫困堡垒。强化产
业扶贫和就业帮扶等措施，加强易地扶贫搬迁
后续扶持，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

下转荩5版

又一新速度 特斯拉168个工作日接电
比以往同类项目最快接电时长缩短约 30% “超级工厂”进入投产前冲刺阶段

本报讯 （记者 李蕾）10月 17日，作为上海有史以来规模
最大的外资制造业项目，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建设施工迎来
又一重要节点———为该工厂生产运营供应电能的 220 千伏电
力配套项目首条线路正式送电，标志整个特斯拉超级工厂项目
进入投产前的冲刺阶段。

特斯拉超级工厂项目位于浦东新区与奉贤区交界区域，项
目用电点距公共电网较远，加之临港地区原有的电力排管均为
小口径， 需新建总长近 17公里的大口径电力排管。 超级工厂
220千伏电力配套共涉及新建电缆排管 16.7公里、新敷设 220

千伏电缆 55公里， 现阶段可提供工厂投产初期所需 4万千伏
安用电容量，远期将满足总计 32万千伏安的设计用电需求。

据悉，此次特斯拉电力配套项目从正式申请到完成送电仅
用时 168个工作日，创下了上海同等规模电力配套项目的最快
接电速度，较同等规模客户的平均接电用时缩短约 50%，比以
往同类项目的最快接电时长缩短约 30%。

李强：脱贫目标要进一步聚焦，脱贫举措要更加精准，脱贫质量要有效保证

创新探索确保帮到点子上扶到关键处
与应勇会见上海对口帮扶扶贫先进事迹报告会成员并察看对口帮扶地区特色商品展销会，尹弘出席报告会

本报讯 （记者 谈燕）在第六个国家扶
贫日到来之际，市委书记李强，市委副书记、

市长应勇昨天上午会见上海对口帮扶扶贫
先进事迹报告会成员， 并现场察看 2019年
上海市对口帮扶地区特色商品展销会。李强
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要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

坚定信心决心，凝聚强大合力，以更大力度
做好对口帮扶、扶贫协作各项工作，脱贫目
标要进一步聚焦， 脱贫举措要更加精准，脱
贫质量要有效保证，全力以赴助推对口地区
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市委副书记尹弘出席上海对口帮扶扶
贫先进事迹报告会。市领导诸葛宇杰、彭沉
雷参加相关活动。

李强、应勇同参加报告会的上海对口帮
扶扶贫先进代表和上海对口地区干部群众
代表一一握手，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奋战在
对口地区脱贫攻坚一线的上海广大援外干
部人才表示亲切问候，对对口地区给予上海
援外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表示衷心感谢。

李强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
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矢

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当前，脱贫攻坚已经进入
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目
标“靶心”，找准方向路子，采取精准举措，确保
全面如期完成脱贫攻坚各项任务。 要综合施
策、多措并举，下大力气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面临的突出问题，完善常态长效机制，持续巩
固脱贫成果。 下转荩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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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诸葛漪

第 21届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今晚开幕，开幕演出杂技
剧《战上海》吸引众多目光。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树魂立
根”的文化自信，提升中国文
化的传播力， 这是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的长远目标。 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发表五年来， 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不断扩容原创首
演剧目体量， 在刷新文艺创作
“上海速度”同时，汇集全球精
品力作，打造亚洲演艺之都。

吸引全国佳作，

凸显红色文化特质
用青春和热血奏响一曲

英雄主义赞歌，上海杂技团与
上海市马戏学校联合创作红
色主题杂技剧《战上海》并非
个案。艺术节始终致力于推出
一系列融汇时代语言、国际语
言的文艺精品，传递红色文化
精神内核，实现从高原到高峰
的攀登。

今年委约作品沪剧《一号
机密》是艺术节与沪剧院第 10

次牵手，全剧围绕中共地下党
员默默守护党的机密文件展
开。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总裁
王隽表示，沪剧是上海土生土
长的戏曲剧种，艺术节希望通
过沪剧让更多年轻观众关注
本土文化。与此同时，上海沪
剧院中生代演员承前启后，为
红色舞台革命者行列增添新
形象。

类似艺术接力比比皆是。

三年前，由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委约，90后作曲家龚天鹏以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为
主题背景，创作交响合唱作品
《启航》。今年艺术节再次委约
龚天鹏创作交响曲《潮》，在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 从上
海视角诠释 70 年光荣历程。

龚天鹏说：“音乐传达的爱与
力量是民族的，也是国际的。”

艺术节吸引全国佳作。中
国国家话剧院《三湾，那一夜》

表现建党建军史上的里程碑
事件“三湾改编”。山东歌舞剧
院民族歌剧《沂蒙山》依据抗
日战争时期沂蒙山革命根据
地发展壮大的真实历史创作
而成。深圳交响乐团大型交响套曲《我的祖国》，以“我
的”视角审视祖国历史和广袤地域，与上海音乐学院
交响诗《英雄颂》异曲同工，写下壮丽诗篇。

文化互通互惠，展示全球顶级资源
“上海语言，中国语言，世界语言”的融合，是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每年留给观众期待之中的“惊喜”。五
年来，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舞台上，原创首演作品的
比例领跑全国。 下转荩5版

109个国家 9308名军人报名参加，赛会规模历届最大

习近平将出席世界军运会开幕式
今晚 20时开幕式在武汉体育中心举行

新华社武汉 10月 17日电 第七届世界军
人运动会开幕式 10月 18日晚 20时在武汉体
育中心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
开幕。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进行现
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中国军网等中
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 新华社客
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本报讯 （记者 吴卫群）昨晚，国家会展中
心周边的景观灯光项目举行了试灯活动。刚刚
落成的国家会展中心二层步廊东延伸工程（二
期），被一个个蓝色的环形、半环形灯带打扮得
分外妖娆。二层步廊东延伸工程（二期）的桥面
以“浪潮”为主题，与去年完工的海鸥景观造型
和贝壳景观造型的“空中步廊”形成系列，寓意
虹桥商务区乘风破浪、 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

也祝愿进博会越办越好。

为了打造“白天看展，夜晚看灯”，璀璨亮
丽的大虹桥之夜，虹桥商务区对国家会展中心
周边的灯光进行了新一轮的综合整治和创新
提升。今年虹桥商务区综合服务保障组又新增
加了虹桥商务区青浦段的景观灯光提升工程，

共计安装了约 1.1万多盏灯。

右图：国家会展中心二层步廊东延伸工程
（二期）景观灯。

小图：国家会展中心外景。 均吴卫群 摄

为再创新辉煌努力担当作为
中青年干部专题培训班结业式举行，尹弘讲话

本报讯 （记者 彭薇）昨天上午，2019年下半年中青年
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
专题培训班结业式在市委党校举行，市委副书记、市委党
校校长尹弘出席并讲话。 下转荩5版

三省一市纪念地方人大
设立常委会研讨会召开
在上海交流总结40年履职经验
殷一璀作主题发言，尹弘致辞

本报讯 （记者 王海燕 通讯员 龚宇一）昨天，长三角
三省一市纪念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 40周年研讨会在上海
召开， 总结交流三省一市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 40年来的
履职经验， 共同探讨人大工作服务保障长三角更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推动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创新发展的思路举措。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出席会议并作主题发言，中
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尹弘出席会议并致辞。 下转荩5版

■来自 109 个国家的 9308 名军人
报名参加，赛会规模为历届最大

■设 27个大项、329个小项，竞赛项
目为历届最多

■中国代表团共派出 406 名运动员
参赛，是参赛规模最大的代
表团之一 相关报道刊 3版荩

国网上海电力为特斯拉项目提供施工临时用电。 市电力公司供图

■各地区各部门务必咬定目标、一鼓作气，坚决攻克深度贫困堡
垒，着力补齐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和饮水安全短板，确
保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小康社会。要采取
有效措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不开口的杂技
把红色故事“讲”得精彩

刊 6版荩

国家会展中心周边景观灯光昨晚试灯

白天看展，夜晚看灯

从“吐槽重灾区”
找差距列清单
杨浦区控江医院主题

教育即知即改优化流程，

改善病家体验度

控江医院近来受到患者好
评不断：曾经居民抱怨“看个毛
病要一上午”， 而今出门看完
病，还能到杨浦公园里逛逛。这
样的转变， 源于杨浦区卫生健
康委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成果 刊 8版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