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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第一届“三好两满意”争创活动表彰大会举行

激励全区干部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
本报讯 （记者 蔡丽萍）把
“群众满意、
社会满意”作为评判标准，浦东全力打造一
支“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会共事、不出
事”的干部队伍。昨日，浦东新区第一届
“三好两满意”争创活动表彰大会在上海科
技馆举行，20 名干部和 20 个领导班子分获
“好班长”
“ 好班子”荣誉称号，244 名干部
被评为“好干部”。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
委书记翁祖亮出席大会并勉励大家，时代
出卷、干部答卷、人民阅卷，要以
“改革开放
再出发”的决心和勇气，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永远奋斗，努力交出改革发展稳定的出
色答卷。
表彰大会上，翁祖亮为 20 个“好班子”
代表颁奖，市政府副秘书长、区委副书记、
区长杭迎伟，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田春华，区
政协主席严旭，区委副书记冯伟，市委组织
部部务委员赵永健，市纪委驻市委宣传部
纪检组组长杨永平共同为 20 名“好班长”
颁奖。区领导还分别为 244 名“好干部”颁
奖。
近年来，在党中央和市委的正确领导
下，浦东新区各级领导班子、党员干部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四个新作为”
和市
委对浦东
“四个走在前列”
的要求，
紧紧围绕
中心工作，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积极践行，
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新进展、
新成效。
尤其是刚刚过去的一年，在自贸试验
区建设、科创中心建设、
“五违四必”整治、
中小河道整治、
“ 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
“四个责任制”落实等重点工作中，全区涌
现了一批使命担当意识强、带班带队能力
强、创新发展业绩强、以身作则效应强的
“好班长”；对标看齐好、团结协作好、工作
业绩好、作风建设好、群众评价好的“好班
子”；政治素质好、业务本领强、岗位实绩
优、工作作风实的
“好干部”
。
在 20 个“好班子”代表满怀信心展望
2018 年工作后，翁祖亮说，
“ 三好两满意”
争创活动，是区委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
要举措，对于激励全区干部你追我赶、比学
赶超、奋勇争先、奋发有为，激发永不懈怠

浦东新区首届
“三好两满意”
争创活动表彰大会昨日在上海科技馆举行。图为部分获奖干部上台。
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具有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2017 年，浦东经济
发展进中提质、跃上了新台阶，改革创新捷
报频传、交出了新答卷，社会民生持续改
善、更上新水平，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开创
新格局。成绩来之不易、有目共睹，亮点精
彩纷呈，市委市政府充分肯定，社会各界广
泛好评。这是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心、共

同奋斗的结果。
翁祖亮说，受到表彰的
“好班子”
“好班
长”
“好干部”是全区上下的表率、各级干部
的楷模。在大家身上体现了勇气智慧韧
劲，体现了主动作为、积极作为、创新作为、
有效作为。大家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只要
想干事，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解决
不了的问题、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大家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以卓有成效的工作、克难攻坚的本领、昂扬
向上的激情，生动诠释了“迎难而上、敢于
担当，勇于创新、注重协同，追求卓越、争创
一流”的精气神。
翁祖亮提出，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
和国家战略的重要核心承载区，浦东肩负
着光荣的使命和艰巨的任务，希望同志们
立足本职、再立新功，每一名干部要坚决贯

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立足本职、提
高本领，创造性开展工作，在谋划新思路、
实现新举措、打造新亮点上用劲使力。希
望同志们强化作风、勇攀高峰，面对中央的
嘱托、市委的期许、群众的期盼，每一位浦
东干部都必须撸起袖子加油干、无须扬鞭
自奋蹄，必须以特殊精神状态作出特殊努
力。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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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艘第二代超大型矿砂船昨交付

□马迁

外高桥造船成全球手持 VLOC 订单最多造船厂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昨日，首
艘全球最大的第二代超大型矿砂船
“远河海”号在外高桥造船成功命名
交付。该船是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
公司为中远海运集团旗下中国矿运
有限公司承建的世界第二代 40 万吨
超大型矿砂船（VLOC）系列首制船。
该船为单桨低速柴油机驱动的
无限航区的矿砂船，船长 362 米，宽
65 米，型深 30.4 米，具有经济、绿色、
环保、节能、安全的特点，是一款中国
先进、世界领先的船舶产品，该船满
足最新的强度标准，较第一代大型矿
砂船综合性能大幅提高，单位海里的
油耗降低了 30%。
该首制船于 2016 年 11 月 9 日开
工，2017 年 5 月 18 日顺利下坞，9 月
29 日完成出坞，12 月 14 日解缆启锚
出海试航，并于 12 月 21 日完成试航
胜利凯旋，最终确保了该船在试航返
厂后 20 天的时间里实现顺利交付。
记者了解到，2016 年 3 月，上海
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与中远海运集
团旗下中国矿运有限公司签订了 10
艘第二代超大型 40 万吨级 VLOC，
同期又与招商集团签订 4 艘 VLOC
订单。两笔订单的到手使得外高桥

天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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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从空中俯瞰“远河海”
号。

PM 2.5
优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造船一举成为世界上手持 VLOC 订
露，
按照计划，
此后平均每两个月会交
单最多的造船厂。本次交付的“远河
付一艘，年底前 10 艘订单全部完成。
海”号是该系列矿砂船中的首制船， “我们不仅仅是跟随，
而是开始引领造
是外高桥造船联手上海船舶设计研
船方向。
”
究院共同研制和设计的新一代产品。
据悉，
去年全年，
外高桥造船厂新
据外高桥造船总经理盛纪纲透
船承接24艘/493.36万载重吨，
按载重

良

▼

良到轻度污染
轻度

中度

重度

严重

风力 3-4 级

站位更高 视角更宽

吨计位居国内第一、
世界第三；
手持订
单 58 艘/1314.78 万载重吨，位居国内
第一、
世界第二；
全年完工交付31+（1）
艘/625.2万载重吨，
交船吨位为公司历
史第三高位，
位居国内第一，
世界第四；
三大造船指标继续保持世界前列。

北京
-9~2℃
晴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
平”已经成为浦东的追求目标、评价尺度和实际行动。
当下的浦东确实是需要认真地找出差距。不久前，新区
领导在举例新区存在的短板时，就郑重指出“品位落后
于地位。
”
浦东开发启动后，建设者提出“站在地球仪旁边思
考浦东开发。”这是为了提醒所有的浦东干部都要具备
国际眼光、国际思维和国际战略。因此，在上世纪 90 年
代初那个风云变幻的时期，开发者牢牢铭记浦东的开
发规模必须是 21 世纪世界级开发的规模；浦东开发的
规划必须达到世界高标准的规划；浦东开发的资金来
自世界各地，开发智力源于五大洲四大洋；浦东开发的
运作方式与国际互接互补，浦东开发的目标是融入世
界经济的发展进程。在这样的理念实践下，一片农田
变成现代化新城区。在这一过程中，建设者形成了一
个非常好的做法——在决策前，先向世界检索，看看人
家怎么做的，有什么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我们怎么
在人家的基础上，把事情做得更好一些、更快一些……
这种做法不仅提升了浦东开发开放的水准，也加快了
建设速度。
传承历史，今天浦东肩负两大国家战略重任，开放
层次更高，改革力度更大，因此这一理念，这一做法，我
们不但要坚持，而且站位要更高，视角更宽，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由此才能通过对标，找出差距，提升能力、水平
和品位，全力推动国家战略取得新突破。大视野必有大
智慧，
“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这十个字应是每一个
浦东干部自我内心的要求——是目标，
也是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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