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对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决彻底把禁毒深入进行下去
向受表彰先进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禁毒战线同志们致诚挚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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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23 日电 国际禁
毒日到来之际，全国禁毒工作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表彰会议 23 日上午在北京
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代表党
中央，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国禁毒战线的
同志们致以诚挚的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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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强调，当前，境内和境外毒
品问题、传统和新型毒品危害、网上和
网下毒品犯罪相互交织，对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对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危
害，必须一如既往、坚决彻底把禁毒工
作深入进行下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以对国
家、对民族、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

态度，坚持厉行禁毒方针，打好禁毒人
民战争，完善毒品治理体系，深化禁毒
国际合作，推动禁毒工作不断取得新成
效，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人民安
居乐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
赵克志在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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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

最好资源服务人民 更多机遇成就每个人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探索开拓人民城市建设新境界
十一届市委九次全会举行 审议通过《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重要理念，谱写新时代人民城市新篇章的意见》，坚持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城市发展的竞争优势
李强就《意见（讨论稿）》作说明，并就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和做好下半年工作讲话

龚正廖国勋出席

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扎实做好“六稳”全面落实“六保” 全会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决议》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要把握人民城市的

根本属性

努力打造“五个人人”的城市
■努力打造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的城市、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的城市、人人都能
享有品质生活的城市、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的城市、人人都能拥有归属认同的城市

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探索和开拓人民
城市建设新境界，以共建为根本动力，以共治为重要
方式，以共享为最终目的，努力打造人人都有人生出
彩机会的城市、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的城市、人人
都能享有品质生活的城市、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的
城市、人人都能拥有归属认同的城市，不断提升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城市的世界影响力

要把握人民城市的

人本价值

把人本价值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核心取向，作为
改进城市服务和管理的重要标尺，作为检验城市各项
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 以更优的供给满足人民需求，
用最好的资源服务人民， 提供更多的机遇成就每个
人；打造充满活力的机遇之城，努力为工作生活在这
座城市中的人们提供用武之地、打开成功之门

要把握人民城市的

生命体征

如履薄冰地守牢安全底线，以系统性思维强化整
体协同，以全周期管理提升能力水平。进一步完善城
市安全预防体系，提高突发事件特别是公共卫生安全
事件的应急应变能力，确保上海始终是全国最安全的
城市之一。以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市运行“一网
统管”为牵引，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高效处置一件
事”，使城市治理各方面紧密协同

要把握人民城市的

战略使命

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把做优做强
城市核心功能作为主攻方向， 面向全球拓展功能，面
向未来塑造功能，面向基础夯实功能。坚定扩大开放、
深化开放、引领开放，发挥对内对外开放两个扇面的
枢纽作用，努力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
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要把握人民城市的

精神品格

大力弘扬“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
谦和”的城市精神和“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
凝聚起建设人民城市的强大精神和品格力量，回答好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追求、胸襟、底气的时代命题。更
好汇聚人气、集聚人才、凝聚人心，使五湖四海的人们
向往这座城市、汇聚到这座城市，在成就梦想的同时
共建美好城市

要把握人民城市的

主体力量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紧紧依靠
人民推进城市建设， 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
神，强化人民群众参与的制度化保障。坚持党的群众
路线。坚持党建引领，共同推进社区“微治理”，持续完
善家门口服务体系，激活城市治理的“神经末梢”

6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在世博中心举行。
本报讯 （记者 谈燕）中国共产
党上海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
会议 6 月 23 日在世博中心举行。全
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审议通过
《中共 上 海 市 委 关 于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重要理念，谱写新时代人民城市新篇
章的意见》,对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
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作
全面部署。
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
记李强就《意见（讨论稿）》作了说明，
并就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和做好下半年
工作作了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龚正，市委副书记廖国勋出席会议。

全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去年考察
上海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
市为人民”重要理念，深刻回答了城市
建设发展依靠谁、 为了谁的根本问题，
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
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我们深入推进人
民城市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更加自
觉地把“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重要理念贯彻落实到上海城市发
展全过程和城市工作各方面，把为人民
谋幸福、 让生活更美好作为鲜明主题，
切实将人民城市建设的工作要求转化
为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
植根人民的务实行动。要坚持和加强党
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始终与人民群
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努力学懂弄
通城市建设和治理这门科学，努力掌握
城市发展规律，不断提高领导人民城市

陈正宝 摄
建设的能力本领，不断完善领导人民城
市建设的工作格局。
全会指出，要把握人民城市的根本
属性，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坚定不移、毫
不动摇坚持城市发展的正确方向，把坚
持人民至上、集中力量办大事、“一张蓝
图绘到底”等制度优势转化为城市发展
的竞争优势。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
水平，探索和开拓人民城市建 设 新 境
界，以共建为根本动力，以共治为重要
方式，以共享为最终目的，努力打造人
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的城市、人人都能
有序参与治理的城市、人人都能享有品
质生活的城市、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
的城市、人人都能拥有归属认 同 的 城
市，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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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影响力。

十一届市委九次全会决议、侧记

全球组网收官之星入轨 “三步走”任务圆满成功

6 月 23 日 9 时 43 分， 我国在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第 55
颗北斗导航卫星。这是北斗三号全
球组网建设收官之星。 新华社 发
详细报道刊 3 版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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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半年多前，习近平总书
记在黄浦江畔道出这
一重要理念，深刻回答
了城市规划、 建设、发
展中的根本问题，为我
们深入推进人民城市
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昨天，十一届市委
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中
共上海市委关于深入
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
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
民”重要理念，谱写新
时代人民城市新篇章
的意见》， 明确提出努 本
—这座城市， 报
力方向——
应当让人人都有人生 评
出彩机会、人人都能有 论
序参与治理、人人都能 员
享有品质生活、人人都
能切实感受温度、人人
都能拥有归属认同。在
这样一座城市，人民群
众能够“诗意地栖居”，
能够拥有机遇和舞台，
能够真正成为城市发
展的积极参与者、最大
受益者、最终评判者。
人民城市，坚持人
民至上。上海是党的诞
生地，是中国共产党人
的初心始发地， 具有光
荣革命传统。上海也是
一座具有开放品格的城
市， 是世界观察中国的
一扇窗口，是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的代表。植根深处的
初心和使命，面向未来的身位与胸怀，最终都指向“人民”
二字。这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最具特色的标识所在，也是真正彰显我们的制度优
势、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旺盛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在今年的特殊时点，对“人民至上”，我们体会尤深。
面对传播速度极快、感染范围极广、防控难度极大的新
冠肺炎疫情，中国打响艰苦卓绝的阻击战，付出巨大的
代价和牺牲后，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战疫”至今仍在持
续，前期的历程和经验已经值得回味，其中至为重要的
一条，正是自始至终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至
高无上的位置，并且尽最大可能汇聚全体人民众志成城
的磅礴力量。特殊时刻，一座城市的温情与智慧，体现于
每时每刻的人民立场、人民情怀。而在日常运转的场景
下，这些同样是让一座城市美好乃至伟大的秘诀。
在上海世博会举办整整十年后的今天，当年“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仍在回响，并期待续写华章。对所
有的规划者、建设者、治理者、参与者来说，城市的美好，
来自奋斗，来自创造，来自对“人民至上”的深刻体认与
坚定遵循，来自对城市性质、规律、“生命体征”、战略使
命的精准把握， 也来自方方面面在实践中的观念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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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势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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