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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圆满闭幕

历史交汇之年 胸怀“两个大局” 交出合格答卷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汪洋发表讲话

新华社北京 5月 27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
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27 日下午
在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号召，人民政协各级组织、各参加单
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中共中央周围，扎实工作，拼搏进取，推动人民政协成为
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的重要阵地、用党的创新理论
团结教育引导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重要平台、在共同思想政
治基础上化解矛盾和凝聚共识的重要渠道，更好发挥在国家
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刘奇葆、帕巴拉·格列朗杰、董建华、

万钢、何厚铧、卢展工、王正伟、马飚、陈晓光、梁振英、夏宝
龙、杨传堂、李斌、巴特尔、汪永清、何立峰、苏辉、郑建邦、辜
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高云龙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
等在主席台就座。 下转荩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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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7日，总投资超 150

亿元的腾讯长三角人工智能
超算中心项目在松江区建设
大厦举行土地摘牌及合同签
约仪式。 从 3月 31日上海松
江与腾讯正式签约， 到 5 月
27 日土地摘牌 ， 仅用了 58

天。 这与上海市优化营商环
境改革审批事项前， 需要近
一年时间相比，节省了 10 个
月之久。对此，腾讯人工智能
超算中心项目负责人李佳赞
不绝口，对“上海速度”竖起
大拇指。

松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副主任夏超群告诉记者，腾讯
超算中心项目是上海市发布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优化本市重大建设项目重
点产业类项目工程审批管理
工作的通知》后操作的首个重
大产业项目，如何进一步改革
优化行政审批流程，无论是企
业经办人还是政府职能部门，

都在摸索总结经验。

“从项目签约到土地摘牌
和施工，腾讯超算中心项目的
行政审批效率是可以与特斯
拉超级工厂项目媲美的，可以
说是再次复制了特斯拉的‘上
海速度’， 打造了腾讯模式。”

徐军校说。产业地块出让的前
期手续包括测绘、选址、土地
储蓄等 13 个环节 ， 环环相
扣， 需要专业而严谨的审核，

很难跳过。“通过产业项目关
口前移、并联审批、提前告知
承诺、 区域化评估等创新探
索，我们的行政审批效率有了
质的提升。”

腾讯长三角人工智能超
算中心项目，也是疫情发生
后首个落地松江区的重大产
业项目。“原本产业项目拿到
土地证后， 需要 45天左右才
能走完程序。 下转荩4版

发挥“上海文化”品牌效应 提振信心释放需求 推动新型消费

品质生活直播周：文化消费共振
多家互联网平台 114场不同主题的直播、探店、促销活动将陆续登场

逛网红景点、买潮流好物、看
时尚剧目、 品艺术之美……5月
30日至 6月 5日， 市委宣传部、

市文旅局等单位将联合主办 “五
五购物节·品质生活直播周”系列
活动，114场不同主题的直播、探
店、促销活动陆续登场，给市民游客带来
一场“吃、住、行、游、购、娱”的消费盛宴。

上海正在加快建设国际文化大都
市，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消
费城市。立足于上海的东方购物、小红
书、拼多多、哔哩哔哩、喜马拉雅、抖音、

美团点评、饿了么等互联网平台，都在
以不同方式，助力提升消费者的城市生
活品质。

走进上海“品质空间”

国内年轻人热爱的生活方式分享
社区小红书，将在 5月 30日当天，进行
8 小时、21 场直播接力。届时，明星、设
计师和博主们，会走进深坑酒店、金茂
大厦、愚园路买手店、朵云书院、BFC外
滩金融中心等，带动消费者“线上种草、

线下消费”。

作为本次“品质生活直播周”的重
要参与方，小红书从一个月前就开始筹
备。小红书合伙人曾秀莲表示，此次活
动的两个关键词， 品质生活和直播，跟
小红书的平台定位不谋而合。平台用户
通过“探店”这种高效的深度实时互动
方式，输出上海的品质生活理念，将上
海丰富的文化消费资源，推荐给更多对
品质生活有追求的用户。

各种各样的网红地标、 文化场馆，

即将纷纷亮相，让更多人感受城市之
美。美团将直播东方明珠塔内好玩好
吃好看的地方、讲述与其有关的故事，

还将从东方明珠塔走向对面的餐厅，

在环桥上拍摄亮灯景象以及周围的大
楼，网友将听到亮灯的历史、技术以及

相关趣事。还将结合“美团单车”

板块， 推出骑行武康路网红店、

到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喝下午
茶等活动，让消费者感受精致上
海生活。

高品质生活，离不开文化与
消费的共振。活动期间，各平台
都将凭借丰富的运维经验，打造

新模式、新手段，让消费者感受“品质空
间”之美，从而激发起文化消费欲望。

打开“边界”分享文创好物
此次“品质生活直播周”着眼文化

消费，又不局限于购物消费，将充分发
挥“上海文化”的品牌效应，进一步提振
消费信心、释放消费需求，同时推动新
型消费、 升级消费和形成新消费理念，

树立文化品牌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和
高品质生活的理念。

一系列文创商品、艺术家装、美服
美妆等“品质好物”，将通过线上直播、

线下探店、优惠促销等方式，被带到消
费者身边。活动期间，小红书平台每天
将围绕一个主题进行重点直播。

下转荩4版

■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以实际行动和履
职成效，交出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合格答卷

■要从伟大抗疫斗争中汲取力量、 坚定信心，

不断增进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充分做好应对风险考
验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要紧扣目标任务提高履职能力、增强工作实
效，更好地把作风之实和履职之能结合起来

■要提高履职本领， 增强资政建言的前瞻性、

精准性，提升凝聚共识的针对性、有效性

5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主持闭幕会并发表讲话。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5月 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这是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

韩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决胜全面小康 共襄复兴伟业
热烈祝贺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胜利闭幕 人民日报社论

刊 3版荩

奋力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
习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全军官兵表示牢记嘱托，忠诚履行使命 刊 4版荩

危机中育新机
变局中开新局

讲好每一件文创产品背后的故事
海上文创将围绕红色文化、海派文化、非遗文化以及文博文创

等多个主题，天天推出直播

展现“上海腔调” 讲述“上海故事”

“品质生活直播周”期间东方购物将推跨界产品

■本报记者 栾吟之

均刊 6版荩

5 月 27 日 ，2020

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
成功登顶世界第一高
峰珠穆朗玛峰。他们在
峰顶竖立觇标， 安装
GNSS 天线， 开展各项
峰顶测量工作。45年前
的今天，中国人首次将
觇标带至珠峰峰顶。

新华社特约记者
扎西次仁 摄

详细报道刊 7版荩

做深做透开放大文章
■疫情加速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价
值链重构， 深度融
入经济全球化的中
国只会以更大力度
推进更高水平开放

■代表委员表
示， 要发挥好重点
区块、重要载体、重
大平台的引领探路
作用， 推动更多大
胆试、大胆闯、自主
改的政策举措落地
生根
详细报道刊 5版荩

■结合全市正
在开展的“四史”学
习教育，“四史”教
育影像展 《99个瞬
间———新上海成长
史》 今起在解放日
报社展出

■展出的 99

幅影像， 来自解放
日报记者站立过的
历史现场， 撷取了
社会主义新上海不
断探索，不懈奋斗，
一路“创造新奇迹”
的 99个成长瞬间
详细报道刊 9版荩

共忆“四史” 同话奋斗

世界之巅
勇者为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