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博会现场，机器人调酒师调制科技味十足的鸡尾酒。 本报记者 海沙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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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 温度：最高 27?，最低 22℃

风向：偏西 风力：3-4级
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到暴雨 温度：最高 25℃，最低 23℃

风向：偏北 风力：3-4级

《求是》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构建起强大公卫体系维护人民健康
新华社北京 9月 15 日电 9 月 16 日出

版的第 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
要文章《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为维
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文章强调， 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
石。我们要强化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时
刻防范卫生健康领域重大风险。只有构建起
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

全面提升防控和救治能力， 织密防护网、筑
牢筑实隔离墙，才能切实为维护人民健康提

供有力保障。

文章指出，要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
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是保护人民健康、保障
公共卫生安全、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保
障。要立足更精准更有效地防，在理顺体制
机制、明确功能定位、提升专业能力等方面
加大改革力度。要建立稳定的公共卫生事业
投入机制，改善疾病预防控制基础条件，完善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优化完善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职能设置，加强国家级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能力建设，健全疾控机构和城乡社区联动

工作机制，创新医防协同机制，加强疾控人才
队伍建设，建设一批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

文章指出，要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反应
能力。要把增强早期监测预警能力作为健全
公共卫生体系当务之急，完善传染病疫情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加强实验室检
测网络建设，建立公共卫生机构和医疗机构
协同监测机制，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
预案体系，强化基层卫生人员知识储备和培
训演练，深入开展卫生应急知识宣教。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建立定期研究部署重大疫情

防控等卫生健康工作机制。

文章指出，要健全重大疫情救治体系。要
全面加强公立医院传染病救治能力建设，完善
综合医院传染病防治设施建设标准，提升应
急医疗救治储备能力。要优化医疗资源合理
布局，统筹应急状态下医疗卫生机构动员响
应、区域联动、人员调集，建立健全分级、分
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制，完善
城乡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加强国家医学中心、

区域医疗中心等基地建设，提升重大传染病救
治能力。 下转荩5版

应邀出席联合国成立 75?年系列高级别会议

习近平将视频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 9月 15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5日宣布：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联合国成立 75周年系

列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开幕，李强出席，李晓红龚正辛国斌等致辞

智能互联新成果赋能产业新发展
本报讯 （记者 谈燕

孟群舒）作为今年常态化疫
情防控前提下首个线下举
办的国家级工业展会 ，以
“智能、 互联———赋能产业
新发展”为主题的第二十二
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昨

天上午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正式开幕。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出席开幕
式暨颁奖仪式，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上海市
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
国斌致辞并共同开启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工业
博览会。

李晓红指出，工博会作为一张亮眼的世界级
会展名片，为国内国外、线上线下工业企业搭建
了共享共赢的交流平台，为科技界、工业界提供
了四海一家的开放舞台。在这里，开放旗帜将举
得更高，合作步伐将走得更稳。要依托坚实工业
基础，博采众长、博古通今，大力推进科技创新，

大力实施实业强国， 走出一条中国工业强盛之
路。中国工程院愿为工业发展和科技创新贡献更
大力量，助力上海和长三角区域提供高水平科技
供给，支撑全国高质量发展。

龚正指出，工博会作为我国最具影响力的国
际性工业展会，发挥了链接全球产业资源的重要
作用，并将有力支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
展格局，赋能世界产业创新发展，助力提振全球
经济复苏信心。作为工博会举办地，我们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

不断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着力维护产业链供
应链安全稳定， 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着
力营造最优产业发展生态，为海内外优秀制造业
企业来沪扎根发展提供丰厚土壤。

辛国斌指出，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立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新型
工业化为主线，加强与各国务实交流合作，推动
工业高质量发展。期待各方充分用好工博会这个
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平台，展示新产品，交流
新技术，拓展新领域，共同引领推动全球工业繁
荣发展。

意大利驻华大使方澜意作视频致辞。中国工
程院副院长何华武为 11家获奖单位颁发中国国
际工业博览会大奖（含特别大奖）和国家馆奖。国
家发改委、商务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贸
促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
会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上海市领导吴清主
持，诸葛宇杰出席。

开幕式前，主办单位领导与中外嘉宾共同参
观了工博会展馆， 先后察看美的集团展台、ABB

公司展台、防疫精品展区、意大利国家馆、中国工
程院院士专家创新成果展区， 重点了解智能制
造、工业机器人、抗疫检测治疗等领域最新科技
成果并听取情况介绍。

本届工博会为期 5天， 共设 9大专业展，参
展企业超过 2000家，展览规模 24.5万平方米，聚
焦首展首发新成果和“互联网+工业”新进展，涵
盖从制造业基础材料、关键零部件到先进制造装
备、整体解决方案的全产业链最新技术、产品和
服务。 本届工博会专门设置了意大利国家馆，首
次设置院士专家创新成果展，集中设置防疫精品
展，并全新打造在线平台“线上工博”。其间还将
举行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国际会议、全球制造业
产业链高质量合作高峰论坛等专题活动。

2020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国际会议举行，李晓红龚正辛国斌出席

着力打造新兴产业发展动力源
本报讯 （记者 孟群舒 刘锟）2020

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国际会议昨天举
行。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上海市市
长龚正，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
致辞。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陈左宁、钟志
华、何华武出席，上海市副市长吴清主
持开幕式。

李晓红在致辞时说，我们要深刻把

握新形势新要求， 潜心打造创新驱动的
“硬核”，大力推动创新要素聚合，实现科
技产业和谐发展。要提升实力，推动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
力转化。要增添动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壮大，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要拓
展潜力，推动开放创新取得新实效。

龚正在致辞时说，当前，我们正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的重要指示要
求，持续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我们将
强化创新策源、 创新应用和创新协同，着
力打造新兴产业发展动力源、高端产业集
群和全球开放合作新高地。期待大家为上
海发展建言献策， 为打响中国制造品牌、

加快全球新兴产业发展贡献智慧。

下转荩5版

从伟大抗疫精神中汲取力量
董云虎主持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本报讯 （记者 顾杰 张骏）昨天，市政协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邀请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
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作“疫情后的世界与
中国：新趋势，新思考”专题报告。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董
云虎主持并讲话。 下转荩5版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下周举行
蒋卓庆主持主任会议，相关法规草案将提请审议

本报讯 （记者 王海燕 通讯员 宗原）市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昨天举行第五十七次主任会议，决定市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9月 23日至 25日举行。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蒋卓庆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上海市外商投资条例（草案）》、《上海市
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工作条例（草案）》、 下转荩5版

深
入
贯
彻
中
央
关
于
统
计
工
作
的
决
策
部
署

国
家
统
计
局
统
计
督
察
组
进
驻
上
海

鲜
祖
德
通
报
统
计
督
察
事
宜
提
出
工
作
要
求
李
强
参
加
对
接
沟
通
并
讲
话
龚
正
作
汇
报
发
言

本报讯 （记者 谈燕）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
成果、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
民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之际，为深入贯彻中央
关于统计工作的决策部署，

经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和批
准， 国家统计局 2020 年第
11 统计督察组日前进驻我
市开展统计督察工作，并于
9月 15日与市委、市政府进
行对接沟通。 督察组组长、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鲜祖德
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等中
央领导同志关于统计工作
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通
报统计督察事宜，提出工作
要求。市委书记李强参加对
接沟通并讲话， 市委副书
记、市长龚正作汇报发言。

鲜祖德指出，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
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范
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
批示，彰显了党中央防惩统
计造假的鲜明态度和坚定
决心，为提高统计数据真实
性，推动统计工作更好服务
国家宏观调控和科学决策
管理指明了方向原则，提供
了科学遵循。 开展统计督
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发挥统计监
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性
安排，是推动党中央关于统
计工作决策部署落实落细落
地的重要举措。此次统计督
察将紧紧围绕中央《防范和
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
察工作规定》确定的督察内
容，聚焦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统计工作决策部
署，遵守执行统计法律法规，

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
作假工作，国家统计规则政
令执行等情况开展督察，维
护统计法律法规权威，推动
统计改革发展，为经济社会
发展做好统计保障。

李强表示，开展统计督
察， 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
统计工作决策部署的重要举
措，是对加强和改进地方统计工作的有力推动。我们要从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
治高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
话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提高思
想和行动自觉，进一步扛起做好统计工作的政治责任，坚决
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推动统计工作更好服务
上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全国改革发展大局。 下转荩5版

新华社播发署名“宣言”的文章———

大战大考炼真金
■回望大战、回顾大考，我们对一个政党的领导力、一种制度的优越性有了

更深切的认知，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有了更坚定的自觉。跨过重重关口的古老
民族，在千磨万击中愈加坚劲，在风雨兼程中行稳致远

■一个结论分外清晰： 党的领导是引领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的 “舵”与
“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全党全国人民无惧艰难险阻、战胜一切
挑战的主心骨、定盘星 详细报道刊 3版荩

“智慧大网”助力
第三届进博会服务保障

刊 2版荩

“上天入海”彰显中国制造底气
10项工博会大奖出炉，“全球首创”“全球第一”等关键词频现

中办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

提高素质 优化结构 发挥作用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形成良好政治生态 刊 3版荩

向世界展示最“潮”工业新技术
“这场工业展会期待已久”：2238家展商拿出看家本领 刊 2版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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