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强：欢迎各位企业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上海，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上海发展重大机遇也是企业的机遇
30位重量级“高参”齐聚世博中心分享全球智慧，应勇作主题报告，迈克尔·狄克曼担任主席

本报讯 （记者 谈燕 孟群舒）第 31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
业家咨询会议昨天举行。作为上海市市长的“高参”，来自世界
各地的 30位重量级企业家齐聚世博中心，围绕“提升上海城市
能级和核心竞争力”这一主题，共同交流探讨，分享全球智慧。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出席会前举行的欢迎宴会并致辞。上海市市
长应勇在咨询会议上作主题报告。

安联集团监事会主席迈克尔·狄克曼担任本次会议主席，

上海市领导陈寅、吴清、许昆林、彭沉雷、陈群、龚道安、宗明、

汤志平出席。

李强在致辞时说，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伴
随着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上海这座城市不断创造着令
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其中，咨询会议贡献智慧力量，发挥了重
要作用。各位企业家和专家带着真诚和热情，每年从世界各地
赶来，为上海发展倾心倾力、建言献策。这份真挚令我们感动，

这份友谊值得我们珍惜。

李强指出，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上
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全力以赴推进三项新的重大任务，持
续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是新时代上海发展的重大战略
机遇，也是各类企业在沪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这次咨询会议以
“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为主题，围绕上海自贸试验
区新片区建设、加快创新经济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设置专
题，非常切合上海的发展实践。真诚希望大家畅所欲言，贡献更
多真知灼见。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在即，规模更大、

商机更多、活动更丰富。欢迎各位企业家继续积极参与，并一如
既往关心上海、支持上海，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应勇在作主题报告时说，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城
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是一个城市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
依托。当前，上海正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
文化大都市，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 下转荩7版

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应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咨询会上许多深刻见解对上海有重要借鉴意义
明年咨询会议的主题是：“迈向更高水平开放、更高质量发展的上海”

■本报记者 洪俊杰

在昨天举行的第 31次上海市市
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新闻发布会
上，上海市市长应勇说，本次会议的
主题是“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
争力”， 各位成员提出了许多极具价
值的深刻见解，对上海加快提升城市
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借鉴意
义。

应勇对卸任的会议副主席史毕福
表示衷心感谢，期待新任副主席凯飒会
带来更多的精彩。

据悉，明年会议的主题是“迈向更
高水平开放、更高质量发展的上海”。应
勇表示， 国际企业家拥有全球视野，一
定会有真知灼见贡献给我们，将真诚聆
听他们的专业观点，进一步汇聚世界智
慧，加快将上海建设成为具有世界影响
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放大进博会溢出效应
发布会上有记者向应勇提问，作为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办城市，

上海将如何放大进博会的溢出效应？

应勇回答，进博会举办在即，各项
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企业展的展出规模
从去年的 27 万平方米增加到 33 万平
方米，参展企业的数量和质量都明显超
过第一届。 下转荩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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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贺信

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北京 10月 20日电 第六届

世界互联网大会 10 月 20 日在浙江乌
镇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互联网诞生 50

周年。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
等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方兴未艾，互联
网迎来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动能和更加
广阔的发展空间。发展好、运用好、治理
好互联网， 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类，是

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各国应顺应时代潮
流，勇担发展责任，共迎风险挑战，共同推
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努力推动构建网络
空间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杭州 10 月 20 日电 10 月 20

日，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开
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
坤明出席开幕式，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
发表主旨演讲。

下转荩7版

■第六届世界互联
网大会在浙江乌镇开
幕，以“智能互联 开放
合作———携手共建网络
空间命运共同体” 为主
题，8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约 1500名嘉宾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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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小、旧、远”问题，

事关城市发展， 更关乎民
生民心。 解决这些突出问
题， 应该有更高的站位和
情怀。

民生问题， 往往很复
杂。 在上海这样的超大城
市，民生需求多样、涉及群
体多元、历史因素交织，很
多方面率先遭遇前沿考
验，难题不少、难度不小。

有时候， 解决一个看上去
具体的“小”问题，也可能
牵动各路神经， 需要调配
各种资源、 付出相当的精
力。大家都知道民生重要，

但碰到具体问题时， 如果
简单算“成本账”，常常会
觉得难以承受、无法推进。

然而， 民生工程往往
是民心工程， 因其牵动民
心、 关乎民意， 而尤显紧
迫。作为领导干部，不妨多
一些换位思考， 想想如果
自家有高龄老人怎么办？

如果有正待入托的儿孙怎
么办？ 如果有父母兄弟姐
妹还住在需要拎马桶的老
旧小区里怎么办？ ……多
想想这些，看问题的视角、

解决问题的态度， 就会显
著不同。

解决民生问题要 “算
账”，既要算“成本账”，更
要算“大账”、算“长远账”，

不能只想到眼前的、 局部
的、自己的困难，而应该多
看到群众的困难， 多想到
长远的效果， 多考虑群众
的获得感、 幸福感、 认同
感、归属感。很多难题，要
站在政治的高度、 发展的
高度来看，站位高了，情怀
深了， 对问题的认识就不
一样。认识提高了，工作力
度就不同，就会千方百计、

想尽办法，破解难题的思路也会更多。

解决民生“急难愁”，态度要“急”，办法要
“准”。“急”是前提，要看得到问题、能正视问题，

尤其是一些光鲜外表背后被掩盖的不均衡问
题，为群众排忧解难要有紧迫感；处理各类民生
问题尤其是底线民生问题，也不能只看平均数，

还要多看看平均数和分界线下看不到的东西，

多听听“沉默的声音”。

“准”则是一个关键。民生工作要更细致，民
生政策要更精准， 需要始终贯穿改革创新的精
神和方法，在厘清问题脉络、分清利害关系的基
础上采取创造性的措施， 看看党委政府和国有
企业的潜能有没有充分挖掘， 能不能更好发挥
市场作用，能不能更多调动社会力量。这个过程
势必要打破不少陈规旧习， 而复杂问题正是往
往在持续不断的革故鼎新、创新突破中解决的。

各区积极探索创新旧改，更高效提升民生福祉，多途径保护城市记忆

旧改提速：心用到 脑用活 力用足
■本报记者 杜晨薇 唐烨 周楠

国庆前夕，在静安区芷江西路街道，育群
中学西块和 241、242 街坊旧区地块一轮意愿
征询，分别以 100%和 99.43%高票通过，这是
上海首次在一个街道同日生效两个旧改地块。

得知结果后，居民魏正强激动地哭了。结婚至
今 40年，随着子辈、孙辈的降生，一家五口都
挤在那个 10平方米的小屋里， 而今老魏终于
有望和逼仄的前半辈子说再见了：“国庆节前
收到这么大一个‘礼物’，我太高兴了！”

上海旧区改造今年明显提速。看看几个旧
改任务较重的中心城区的“进度表”：黄浦区已
于今年 6月底提前完成全年旧改 8000户的目
标任务，预计今年旧改将超万户；杨浦区今年
旧改目标任务是 7000户，现已基本完成；虹口
区今年旧改目标任务 6000户， 现已完成 4540

户；静安区今年旧改目标任务 3500户，现已完
成 3007户……许许多多家庭将圆“新居梦”。

旧改办“9进 9出”

今年初夏，杨浦史上最大单体旧改基地大
桥街道 90街坊基地预签约达生效比例， 居民
汪祖梅也迎来了她近几年里最忙碌、 也最快
乐的日子。“母亲从 1944 年开始住在这里，我
们姐妹 7 人一个个都降生在这个小阁楼里。”

如今一晃 70多年过去。93岁的老母亲躺在床
上， 看着女儿女婿在房里忙前忙后地收拾行
李，眼神中也透出按捺不住的喜悦。

大桥街道 90街坊东至临青路、 南至周家
牌路、西至松潘路、北至杭州路，共涉及 3600

户居民，征收居住房屋 2909产。为让所有住户
顺利完成这次“搬家”，旧改办工作人员于 6月
3日起开始执行“9进 9出”工作机制，即上午 9

点上班、晚上 9 点下班，与街道分指挥部以及
征收所工作人员一起“白加黑”“五加二”，全身
心投入到基地推进工作中去。

杨浦第一征收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则直接

把上班地点搬到了旧改指挥部。 事务所共
130名工作人员，分成 4个大组，38个小组，

每个人要负责七八十户居民的征收工作。“以
前是按照门牌分工， 现在各小组按不同的家
庭情况、补偿方式等类别分工，这样工作效率
更高。”而今，经过数月的抢时间、赶任务，杨
浦已完成了大桥 90街坊基地的旧改征收工
作。杨浦区房管局相关负责人说，他们已经马
不停蹄地投入下一场“战役”，全力保障大桥
街道 88街坊旧改工作年内顺利完成。

黄浦区外滩街道金陵东路地块 （宝兴、

盛泽）旧改项目，涉及 2119证居民，144证企
事业单位， 已经在今年 8 月首轮意见征询
中，以 99.69%的高比例生效。为了进一步推
动旧改，黄浦区已经成立了旧改项目党建联
席会议、旧改项目临时党支部。旧改项目党
建联席会议由区领导担任召集人， 区旧改
办、建管委、房管局等政府相关管理部门，金
外滩集团等参与征收的企业， 杏花楼集团、

美丽华集团等动迁企业党组织派员参加，整合
多方力量，共同推进重点事项的落实。而旧改
项目临时党支部里，居民区、征收事务所的党
员们，也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旧改居民排
忧解难。临时党支部还吸收了党员居民代表参
加，及时传递旧改居民的想法与要求。

通过旧区改造，近年来上海一大批市民群
众的居住条件得以改善。今年，各区旧改进度
加快，并在目标任务基础上自我加压，这仰赖
于一个又一个党员干部、 参与者的尽心竭力。

正如一位旧改工作人员所言：只要“心”用到
了、“脑”用活了、“力”用足了，一定能够更好更
快改善市民群众基本居住条件。

新模式下满意度高了
今年 6月的一天，位于静安区芷江西路街

道辖区的洪南山宅旧改征收地块迎来历史性
一刻———随着巨型 LED屏幕上集中签约率的
数字定格在“97.09%”。 下转荩9版

周边各区联手治理界河，毗邻“四叶草”的小涞港水质连跳两级

水清岸洁迎进博会八方宾朋
■本报记者 陈玺撼

水清岸洁的美丽上海将给来宾带来美好的第
一印象。上海市水务局表示，截至目前，进博会配套
保障区域内环西河、徐泾江、蟠龙港、小涞港等 10

余条河道的综合整治、景观提升、水生态治理项目
均已顺利完工。所有整治河道的水环境面貌、沿线
景观风貌基本达到设计和预期目标。

沿着小涞港一旁的涞港路漫步，一侧是气势恢
宏的展览场馆，一侧是碧波荡漾的河水，岸上植被葱
郁，河底水草清晰可见，令人心旷神怡。时间倒推到
去年夏天，毗邻“四叶草”的小涞港水质仍是劣五类，

可最新监测数据显示， 现在小涞港的水质已经稳定在
四类，甚至有许多时间达到了三类，连跳了两级。

确保核心区域河道源头清
日前，诸光路桥附近发生了“奇怪”的一幕：两艘

保洁船正停在小涞港北段，清捞水面垃圾，但船上的
保洁员“制服”并不统一———穿蓝色的来自闵行，穿橙
色的来自青浦。

小涞港北段才 800米左右，经过去年第一届进博
会前的治理，河道如今已经消除了劣五类，水质稳定，

可为何还要“兴师动众”，两个区都派保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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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这座城市不断创造着令人瞩目的发展成
就。这其中，咨询会议贡献智慧力量，发挥了重要作
用。这份真挚令我们感动，这份友谊值得我们珍惜

■我们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上海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推进三项新的重大
任务，持续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上海能有今天，靠的是改革开放；上海要有
更高的城市能级、更强的经济竞争力，还是要靠更
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

昨天，第 31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在世博中心举行。 本报记者 张驰 摄

第二届进博会开幕日临近，国家会展中心“四叶草”周边区域景观持续美化。

本报记者 李茂君 摄

“堵点”即“突破点”
黄浦职能部门主动跨前一步

让加装电梯少走弯路 刊 3版荩

创造“最聪明”码头
金鑫： 把中国人自己写的软件

带到全世界 刊 2版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