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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将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新华社上海 11月 3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近日在上海考察时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加大推进三大攻坚战力
度，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妥善

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勇挑最重担
子、敢啃最难啃的骨头，着力提升城市
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
平。

11 月 2 日至 3 日，习近平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和市
长应勇陪同下，深入上海杨浦滨江、古

北社区，就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建设、社区
治理和服务等进行调研，同基层干部群
众亲切交流。

2 日下午，习近平来到杨浦区滨江
公共空间杨树浦水厂滨江段，结合视频
和多媒体演示听取黄浦江两岸核心区
45 公里公共空间贯通工程基本情况和
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建设情况汇报。近
年来，上海市推动黄浦江两岸贯通及滨
江岸线转型工作，杨浦滨江逐渐从以工
厂仓库为主的生产岸线转型为以公园
绿地为主的生活岸线、生态岸线、景观
岸线，昔日的工业锈带变成了生活秀
带，为上海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习近平指出，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
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
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
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
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
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

文化记忆，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
乡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

习近平沿滨江栈桥步行察看黄浦
江两岸风貌，了解人文历史和城乡变
迁，走进雨水花园实地考察城市环境综
合治理和海绵城市建设等情况，并乘车
沿途察看渔人码头、杨树浦港旧址等地
标景观，对杨浦区科学改造滨江空间、
打造群众公共休闲活动场所的做法表
示肯定。在参观途中，遇到许多正在休
闲健身的市民，习近平同他们亲切交
谈。习近平指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
人民城市为人民。无论是城市规划还
是城市建设，无论是新城区建设还是老
城区改造，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
焦人民群众的需求，合理安排生产、生
活、生态空间，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
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努力创造宜业、
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让人民有
更多获得感，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美
好生活。 （下转第三版）

新华社北京 11月 3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校（行
政 学 院）工 作 条 例》（以 下 简 称《条
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党校（行政学院）工作
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重
视发挥党校（行政学院）作用是党的优
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条例》以习近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为 指

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是新时代党校（行
政学院）工作的基本遵循。

通知强调，《条例》的制定和实施，
对于加强党对党校（行政学院）工作的
领导，充分发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
培训、思想引领、理论建设、决策咨询
作用，培养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
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充

分认识做好党校（行政学院）工作的重
要性，落实办学治校的主体责任，抓好

《条例》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和督促检
查，确保党中央关于党校（行政学院）
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各级
党校（行政学院）要认真贯彻落实《条
例》，牢牢把握党校姓党根本原则，不
断提高办学质量和水平。各地区各部
门在执行《条例》中的重要情况和建
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

本报讯 11 月 3 日，第十六届皖
浙赣闽四省四市民间艺术节节目展演
在香茗大剧院举行。市委书记任泽
锋，市委副书记、市长孙勇，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程迎峰，市政协主席路海燕，
市委副书记黄林沐等市四套班子领
导；上饶市委常委、副市长雷平，南平
市副市长朱仁秀，衢州市副市长吕跃
龙等观看演出。副市长程红致辞。

程红在致辞中说，民间艺术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具有丰富的
内容、浓郁的文化特色和强烈的地域
归属感。近年来，黄山市牢牢把握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推动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成功举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统技艺大展、徽州古城民俗文化节等
活动，围绕民间艺术开展的徽州研学
旅行蔚然成风，乡村旅游定点演出渐
成燎原之势，以文促旅、以旅彰文正在
徽州大地生动呈现。文化传承古今、
艺术激扬人生，历经 15 年，皖浙赣闽
四省四市民间艺术节已成为广受四地
人民欢迎的文化盛会。此次我们以

“山、水、人、文”为串联，呈现四地山水

之美、人文之盛，展现四地文旅融合发
展成果，必将有力促进四地文化艺术
交流，增进四地人民感情，为文化旅游
融合创新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本届民间艺术节以“相约黄山 祝
福祖国”为主题，以文旅融合为背景，分

“名山荟萃、江河争流、名人辈出、文化
灿烂”四个篇章。各地围绕各篇章主题
精心打造节目，通过歌伴舞、笛子演奏、
南词表演唱、男生小组唱、情景吟诵、舞
蹈、徽剧、西安高腔曲牌等多种节目形
式，集中展示了四省四市传承弘扬民
族传统优秀文化的新成果，生动呈现
了人民幸福生活和对美好未来的追求。

据悉，“浙闽赣皖四省四市民间艺
术节”由衢州市于 2004 年发起，是四
地联合举办的大型民间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各地每年轮流举办，明年由衢州
市主办。

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秘
书长；衢州市、上饶市、南平市文旅部
门负责同志；各区县、市直、驻黄单位
负责同志及社会各界代表等 1400 余
人观看了演出。

·刘晨 叶有辉·

11 月 1 日，歙县上丰乡姬公尖村
村民汪美仙正在晾晒柿子，准备制作
徽州柿饼。

姬公尖村共有 123户，家家户户种
植灯笼柿，今年该村 20 多公顷柿子喜
获丰收。 吴建平/摄

致富“灯笼”挂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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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3 日电 第二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 11月 5日
上午在上海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
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
道、新闻频道、外语频道等电视频道，
中国之声、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
以及新华网将现场直播。各新闻网
站、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本报讯 记者祁俊报道 10 月
30 日，省辖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专项整治和集中治理工作分
片调度会在我市召开，省委常委、组织
部长、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
丁向群主持会议并讲话。她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主题
教育特别是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部署
要求，推深做实专项整治和集中治理
工作。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肖善武等
参加。

在 听 取 了 黄 山 市 等 8 个 省 辖 市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项整治和集
中治理工作情况汇报后，丁向群指出，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
把专项整治和集中治理作为重要政治
任务，认真研究部署，扎实有力推进，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要进一步提升政
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紧紧围绕“两
个维护”，聚焦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紧扣部分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的“病灶”，着眼补齐制度短板，对准
靶心、集中发力，不折不扣抓好整治任
务落实。要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督
导，压实整改责任，注重分类指导，坚
持开门搞整治，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推动专项整治和集中治理取得实
实在在成效，切实做到让群众有感、让
群众满意。

丁向群在我市主持召开省辖市专项
整治和集中治理工作分片调度会强调

推深做实主题教育专项整治和集中治理工作

第 十 六 届 皖 浙 赣 闽 四 省 四 市
民间艺术节节目展演在我市举行

本报讯 记者胡利龙报道 11月 1
日上午，市委书记任泽锋，市委副书记、市
长孙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程迎峰，市政
协主席路海燕，市委副书记黄林沐等市四
套班子领导集体来到市档案馆，参观“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档案文献展，
共同回望奋斗历程，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为配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主
办，省档案馆协办，市委办公室、市档案
馆承办此次展览。展览分为“求索真
理、理想信念、不懈奋斗、牢记宗旨、自
身建设”五个部分，共展出馆藏珍贵档
案 328 件，生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近百
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守初心使命、
不断开拓前行的光辉历程。

步入展厅，任泽锋、孙勇等认真听取
讲解，仔细观看一件件珍贵的文献资料，
不时驻足深思、交流感想。大家纷纷表
示，这次文献展史料翔实、内容丰富，是
一堂生动的主题教育党课，从中受到了
深刻的思想洗礼和初心滋养。要传承红
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进一步坚定理想
信念，树牢宗旨意识，锤炼忠诚干净担当

的政治品格，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
落实，积极投身建设更美丽更富裕更文
明的现代化新黄山实践，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黄山高新区、黄山职业技术
学院负责同志，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
参加活动。 ·胡利龙·

传承红色基因 锤炼政治品格 砥砺初心使命

市四套班子领导集体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档案文献展

本报讯 根据市委关于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部署要求，10
月 31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路海燕围
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好发挥政
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作专题党课报
告。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胡宁主
持报告会，市政协副主席徐玉宝、万国
庆、洪祖根，秘书长李江等出席报告会。

路海燕指出，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
线的组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
构、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社会

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
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
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省委政
协工作会议精神，把学习党史、新中国
史和人民政协史有机结合起来，回顾总
结人民政协伴随新中国成长的不平凡
历程，准确把握 70年来不断深化的人民
政协性质定位，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
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本职工作
抓得更紧、做得更好。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根据市委关于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部署要求，
10月 31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
任程迎峰以“牢记党的宗旨、不负人民
重托”为主题，围绕“学懂弄通做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作专题党课报告。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正军主持报告
会，副主任李高峰、汪义生、黄仁麟、徐
健玲，秘书长汪欣出席报告会。

程迎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
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

想，科学阐述了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历
史必然、特点优势、实践要求，明确提出
了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的重大原则、思
路举措、重点任务。我们要深刻领会重
要思想蕴含的深邃历史内涵，更加坚定长
期坚持、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
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深刻
领会重要思想揭示的强大制度优势，增
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尤其是要
对根本政治制度增强自信，更加坚定地把
制度优势巩固好、发挥好。（下转第二版）

程迎峰在市人大常委会及机关“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上要求

促进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

路海燕在市政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上要求

更好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