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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9月 21?，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 75?年纪念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大白兔雪糕出口海外上市
今年还将拓展到更多国家和地区

本报讯（记者 李晔）光明乳业旗下益民食品一厂携手
上海冠生园食品推出的首款大白兔雪糕新品，于今年 3月
底上市。近期，此款跨界雪糕又紧锣密鼓实现出口。

大白兔奶糖承载着许多人的儿时记忆。近年来，大白
兔奶茶、 大白兔润唇膏等跨界产品陆续推出， 深受市场欢
迎。“国货之光”甚至影响到了海外。去年年初，一家位于洛
杉矶的冰淇淋店推出大白兔冰淇淋，一经推出即热销。但大
白兔奶糖所属上海冠生园食品却表示， 冠生园并未授权在
美国生产销售此冰淇淋产品，也未与相关方面开展合作。

这一事件引发讨论，网友呼吁中国企业抓紧开发自己
的产品。随后，“正身”迅速联手合作方，在今年完成大白兔
雪糕的国内上市，又立马着手出口事宜。截至目前，大白兔
雪糕已在奉贤海关通关 7批次， 货值达 19.29万美元。据
介绍，大白兔雪糕现已顺利出口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
家，今年还将拓展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发挥专业优势提供智力支持
上海人大工作研究会全体会员

大会召开，蒋卓庆出席
本报讯 （王海燕） 昨天上午， 上海人大工作研究会

2020年全体会员大会在兴华宾馆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蒋卓庆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上海人大工作研究会负责人作研究会相关工作
情况报告。据介绍，2019年，上海人大工作研究会共完成研
究会集体课题 7项、 下转荩5版

加快建成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市政协开展中共界别委员活动，

董云虎参加
本报讯 （记者 顾杰 张骏）昨天，市政协开展中共界

别委员活动暨“上海虹桥商务区建设发展情况”专题视察。

市政协主席董云虎参加并讲话。

委员们实地察看虹桥商务区海外贸易中心、 海外书
院、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正荣上市公司总部园、虹桥商务
区综合指挥平台，并座谈交流。 下转荩5版

白玉兰戏剧奖提名揭晓
本报讯 （记者 诸葛漪）第 30届上海

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各奖项提名名单
昨天揭晓，主角奖提名演员 19名，配角奖
提名演员 10名， 新人主角奖提名演员 6

名，新人配角奖提名演员 4 名。本届白玉
兰戏剧奖终身成就奖授予京剧表演艺术
家尚长荣，奖掖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与传承做出的突出贡献。 下转荩5版

习近平：在全社会形成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浓厚氛围

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新华社北京 9 月 21 日电 在第三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
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
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当前正是秋粮收获的
季节，祖国大地到处是丰收景象。今年

丰收来之不易，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长江流域严重洪涝灾害、东北地区
夏伏旱、连续台风侵袭给粮食和农业生
产带来挑战。全国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
发扬伟大抗疫精神， 防控疫情保春耕，

不误农时抓生产， 坚持抗灾夺丰收，为
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提供了有力支
撑。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
实落实好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大
政方针和工作部署，在全社会形成关注
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浓厚氛围，

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希望全国
广大农民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为乡村
全面振兴的美好明天、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全方位构筑服务经济战略优势 “上海服务”能级跃上新台阶

三大“城市排名”，上海均进入全球前五
■本报记者 徐蒙

今年，三组不同领域的全球城市权威
排名已先后发布。世界经济低迷、保护主
义盛行、 全球城市普遍遭遇冲击的情况
下，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
和 “世界城市名册” 的排名却均提升了 1

位。

这三大集中体现城市服务能级和全
球影响力的指数排名中，上海首次同时进
入世界前五；同步进入三大指数“前五榜”

的城市中， 上海是唯一一座中国城市，也
是全球仅有的三座城市之一。

3万亿 GDP之上的服务能级
2018年， 上海提出打响上海服务、上

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

三年行动计划。当年年初，统计部门发布
的数据振奋人心： 以新出炉的 2017年全
年 GDP计算， 上海成为全国第一个经济

总量突破 3万亿元的城市。

当时的“3万亿+”，?各界视为中国经济
中心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但那时，

上海目光更多聚焦的，是 GDP之外的东西。

2018年伊始， 上海各级党政部门开始
“大调研”。“坐在办公室里都是问题，走下去
都是办法”，全市上下在调研、讨论中形成共
识，那就是发展规模重要，但更要追求发展
质量， 要找到构筑战略优势构想落地的梯
子。这把梯子，就是擦亮城市的品牌。

四大品牌中，“上海服务” 首当其冲。刚
提出时，很多人不解其意，认为它既不像企
业、商品品牌那样容易记忆，也不像 GDP，能
用标准手段量化统计。

两年多来， 打响上海服务品牌的行动，

也是各界清晰认识、凝聚共识的过程。进博
会举办、科创板开市、新片区揭牌、长三角一
体化加速推进……每一项战略任务在上海
落地实施， 都是聚焦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
践，一次次实践中，上海主动服务国家战略，

强化服务意识，构筑城市服务功能的战略新
优势。

两年多时间里，立足打响上海服务品牌
的 13个专项行动方案，全市上下脚踏实地，

抓实推进，将“看不见、摸不着”的服务功能
具象化，将“上海服务”的品牌新印象，留在
海内外市场主体心中。

今年 8月，全球化与世界城市（GaWC）研

究网络编制的全球城市分级排名 《世界城市
名册 2020》中，上海首次排名全球第五。这份
权威排名中，GDP并不是必要评价指标，城市
中的“先进生产性服务业”却是核心要素。

“我们的重点不在于城市本身的规模或
者本身的经济，而在于勾勒和理解其经济是
如何跟全球经济联系起来的。” 全球化与世
界城市研究网络副主任、比利时根特大学地
理系本·德拉德教授表示。

今年上海首次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GFCI)中排名第四，首次跃居新华·波罗的海
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全球第三。国际航运
中心和金融中心的评价体系，同样不以航运
业和金融业的规模大小为唯一依据，国际研
究者更看重的是一座城市在金融和航运领
域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集聚与辐射功能。

上海基本确立全球人民币产品创新、 交易、

定价和清算中心地位，基本确立航运服务全
球枢纽节点地位，这些是两大排名双双上升
的关键因素。 下转荩5版

8月上海实现进出口双增长
连续 3个月保持单月外贸正增长，已覆盖上半年进出口损失

本报讯（记者 李晔）今年 8 月，上海克服全
球疫情复杂的不利因素， 实现进出口 3125.1亿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5.9%，?出口、进口双增长。

其中，出口 1218.7亿元，同比由今年 7月的下降
0.3%，转为增长 5.8%；进口 1906.4 亿元，由今年
7月的增长 2.3%，提升至增长 5.9%。

上海从今年 6月开始，已连续 3个月保持单
月外贸正增长，这种增势已覆盖今年上半年上海
进出口损失，直接带动前 8月进出口总值同比翻
红，实现进出口总值 2.19万亿元，增长 0.5%。

此番增长带动， 一般贸易功不可没。 今年 1

至 8月， 上海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 1.17万亿
元， 增长 1.6%， 占同期上海市进出口总值的
53.4%，比重提升 0.6%。而同期以加工贸易方式
进出口占比达 20.7%。

数据显示，今年前 8月，上海外贸“朋友圈”座
次仍稳定，依次为欧盟、美国、东盟和日本，占比分
别达 19%、14.3%、13.9%和 11.2%。 下转荩5版

新华社北京 9月 2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1日在
联合国成立 75周年纪念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75年前，世界人民经过浴血奋战，赢得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伟大胜利。这是正义的胜利、人民的
胜利。在上个世纪前半叶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的战祸
之后，联合国应运而生，走过了 75年不平凡历程。世界
和平与发展掀开新篇章。

联合国的 75年， 是人类社会迅速发展的 75年。我
们经历了深刻广泛的科技发展和工业革命，正在迎来新
一轮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世界
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人类战胜困难和改造
世界的能力空前提高。

联合国的 75年， 是国际形势深刻变化的 75年。广
大发展中国家赢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10多亿人口摆
脱贫困，几十亿人口迈上现代化征程，极大增强了世界
和平与发展的力量，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

联合国的 75年， 是多边主义快速发展的 75年。世
界问题多得很、大得很，全球性挑战日益上升，应该也只
能通过对话合作解决。国际上的事大家商量着办，同舟
共济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共识。 风雨过后是彩虹。经
历一次又一次考验，联合国仍然充满生机，寄托着 70多
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联合国宪章仍然是世界和平
与发展的重要保障。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世界是一次严峻考验。 人类
已经进入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各国利益休戚相关、命运紧
密相连。全球性威胁和挑战需要强有力的全球性应对。面
对新形势新挑战，我们必须严肃思考：世界需要一个什么
样的联合国？在后疫情时代，联合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习近平就此提出 4点建议。

一是主持公道。大小国家相互尊重、一律平等是时
代进步的要求，也是联合国宪章首要原则。 下转荩5版

习近平：联合国应主持公道、厉行法治、促进合作、聚焦行动

扩大各国利益汇合点 建设和谐合作大家庭
在联合国成立 75周年纪念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重申中国将始终做多边主义的践行者，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靠冷战思维，以意识形态划线，搞零和游戏，解决不了问题，应对不了挑战。我们要做的是，以对话代替冲突，以协商代替胁迫，以共赢代替零和

大小国家相互尊重、 一律
平等是时代进步的要求， 也是

联合国宪章首要原则。 任何国家都没有包揽国
际事务、主宰他国命运、垄断发展优势的权力，

更不能在世界上我行我素，搞霸权、霸凌、霸道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
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遵循，也

是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加
以维护。各国关系和利益只能以制度和规则加
以协调，不能谁的拳头大就听谁的。大国更应
该带头做国际法治的倡导者和维护者

促进国际合作是联合国成
立的初衷， 也是联合国宪章重

要宗旨。我们要做的是，以对话代替冲突，以协
商代替胁迫，以共赢代替零和，把本国利益同
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各国共同利
益汇合点，建设和谐合作的国际大家庭

践行多边主义， 不能坐而
论道，而要起而行之，不能只开

药方，不见疗效。联合国要以解决问题为出发
点，以可视成果为导向，平衡推进安全、发展、

人权，把应对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挑战作为
联合国工作优先方向，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
观框架突出位置，更加重视促进和保护生存权
和发展权

编者按 2017年底，市委提出了全力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
品牌”的决策部署，2018年分别出台了打响“四大品牌”的三年行动计划。如今 3年即将过去，

“四大品牌”建设拿出了怎样一份答卷？我们对此进行专题走访，从今天起陆续推出相关报
道，反映三年行动计划推进落实情况，展现推动“四大品牌”建设向纵深发展的谋划和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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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兔雪糕开始出口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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