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 革 开 放 前 沿 报 道
新闻热线

021-68540066

2 月 14 日 星期三

广告热线：38460110
发行热线：68541076

2018年 农历丁酉年十二月廿九

本期 12 版 总第 1666 期
每周一至五出版
零售 1 元

网址：http：
//pdtimes.com.cn

PUDONG TIMES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浦东时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31-0113 邮发代号：
3-88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勇当新时代全国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标杆
——2018 新春致辞
□上海市委常委、
浦东新区区委书记 翁祖亮
同志们、朋友们：
2018 年农历春节就要到了。在这辞
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我谨代表浦东新区区
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向全区人民
和所有关心支持浦东发展的各界朋友致
以节日最诚挚的问候！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2017 年
我们党召开了举世瞩目的十九大，上海召
开了第十一次党代会。一年来，在市委、
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浦东经济社会保持
平稳较快发展，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9651 亿
元、增长 8.7%，财政总收入 3938 亿元、增长
9.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96 亿元、增长
8.5%，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6 万元、增
长 8.9%，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 41%，港口集装箱吞

吐量连续 8 年世界第一，机场货邮吞吐量
连续 10 年世界第三。这一年，我们着重抓
了五件大事：一是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二是全面深化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
密集推出一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制度创
新成果，
“证照分离”改革经国务院批准向
全国其他自贸试验区复制推广。三是加
快提升科创中心核心功能区的集中度和
显示度，张江科学城“五个一批”项目建设
稳步推进，各类创新要素加快集聚，
“磁效
应”
“场效应”不断增强。四是切实抓好补
短板惠民生，
“五违四必”整治让新区面貌
焕然一新，中小河道水清岸绿，22 公里滨
江岸线如期贯通开放。五是着力打造高

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干部大调研和“三
好两满意”争创活动成功开展，干部精气
神有力激发。一年来，新区经济发展打牢
新基础，国家战略实现新突破，城市管理、
社会治理和民生改善取得新成效，党的建
设开创新格局。
这 些 成 绩 的 取 得 ，归 功 于 中 央 的 亲
切关怀和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归功
于全区干部和 550 万人民的勠力同心、奋
力拼搏，归功于浦东开发开放以来历届
区委和老领导奠定的坚实基础。同时，
也离不开上海各部门和兄弟区的大力支
持，离不开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社会各
界人士、海内外朋友的积极参与，离不开
在区驻沪部队指战员的关心协助。在
此，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

的敬意！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习近平总
书记要求上海实现“四个新作为”，市委李
强书记要求浦东勇当新时代全国改革开
放和创新发展的标杆。新的一年，我们将
对照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以强烈的忧
患意识，推动国家战略取得更大突破，打
造世界一流的营商环境。我们将聚焦高
质量发展，强化创新驱动，在打响上海服
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中走在
全市前列，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我们
将加快构建大民生格局，更好统筹底线民
生、基本民生、品质民生。我们将实施更
高水平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强城市精细化
管理，抓好大调研活动，切实提升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的一年，新区经

济发展将跨过一系列具有标志意义的重
要关口，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 万亿，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突破 1000 亿，财政总收入
突 破 4000 亿 ，外 贸 进 出 口 总 额 突 破 2 万
亿，商品销售总额突破 4 万亿。我们要用
改革发展稳定的扎实成绩向改革开放 40
周年献礼！
同志们、朋友们，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让我们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改革开放再出发，撸起袖子加油干，
共同为建设开放、创新、高品质的浦东而
不懈奋斗！
衷心祝愿大家新春快乐，身体健康，
幸福安康！
祝愿浦东的明天更加美好！

市、区领导节前慰问困难群众和一线职工

倾听群众心声 送上新年祝福
本报讯 （记者 洪浣宁 蔡丽萍）农历
中心帮困救助、服务群众的工作情况。街
戊戌新春即将到来，市、区领导十分牵挂困
道党工委介绍，街道充分利用社区基金和
难群众的生活安排，昨天下午，市委常委、 市民综合帮扶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各项救
区委书记翁祖亮，民建中央副主席、市政协
助工作机制，做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
副主席、民建上海市委主委周汉民，市政府 “精准救助，精准帮扶”，同时充分利用社区
副秘书长、区委副书记、区长杭迎伟等分赴
事务受理中心平台，整合协调各类救助资
街镇村居，看望困难群众，慰问基层一线同
源，确保政府的各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志，倾听大家心声，送上新年祝福。翁祖亮
随后，翁祖亮和周汉民来到困难家庭
说，要切实做好帮困送温暖工作，
坚持一切
王义国家中。王义国的妻子几年前患大病
从基层实际出发，使困难群众真正感受到
去世，收入微薄，儿子还在读职校，并患有
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他还专程看望慰问
高血压，额外支出使这个家庭更加贫寒。
社区、菜市场和医院等坚守岗位的一线同
围坐交谈时，翁祖亮关心地询问王义国父
志，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子的健康和生活起居情况，并鼓励孩子好
翁祖亮和周汉民一行首先来到沪东新
好学习，加强锻炼，
找到工作后分担家庭的
村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亲切慰问
负担。
基层一线工作人员，仔细了解街道及服务
翁祖亮一行还来到张江镇孙桥菜市

场，察看菜市场自产自销专柜和平价菜专
柜，
了解市场总体情况，
并慰问现场保障人
员。为了更快实现平抑菜价，张江镇政府
与浦商集团合作，
在孙桥菜市场设立
“浦商
集团平价菜专柜（002 号）”，市场内的平价
菜柜营业以来平均菜价较其他摊位下降
20%以上，
“鲶鱼效应”明显，菜场内摊主纷
纷下调菜价，使得整个菜市场的菜价进入
良性循环，
起到了让菜价回归公益、让老百
姓得实惠的效果。在公利医院慰问急诊、
门诊医护人员时，翁祖亮感谢医护人员的
辛勤工作，希望大家在服务好病患的同时
保重好自己的身体。他还实地了解了科教
综合楼的规划和建设情况。
昨天下午，杭迎伟一行来到上海乐农
超市有限公司，现场察看新区 2018 年烟花

爆竹售卖许可点情况。杭迎伟现场了解销
售存储等情况，
并听取有关情况汇报表示，
相关部门要充分重视，
做好服务，
让市民过
上平安、祥和的春节。据介绍，
上海乐农超
市有限公司承担浦东 2018 年烟花爆竹定
点销售任务，是全区唯一的烟花爆竹指定
销售点，总销售量为定额 300 箱，销售周期
为 2 月 10 日—2 月 13 日共 4 天。整个存
放、销售过程接受消防、公安及安监部门指
导。
随后，
杭迎伟一行前往南门居委、西门
居委，
走访慰问孙忙英、祁建宝两户困难家
庭。孙忙英夫妻长期服药，高额的医疗费
用等造成经济和生活十分窘迫。祁建宝因
病长期治疗致贫。杭迎伟为困难家庭带去
新春问候和祝福，并要求相关部门继续做

好关心帮助。
杭迎伟一行最后前往西门居委“家门
口”服务站，现场察看服务站运作情况。
服务站工作人员介绍，西门居民区“家门
口”服务站于 10 月初开始建设，在建设过
程中，居委整合办公区域，尽量腾出活动
空间，同时以居民需求为导向，适时调整
各功能室安排，完善服务项目，设置了老
沈工作室、多功能活动室、书馨阁等特色
服务空间。杭迎伟在参观中与正在站内
服务的工作人员及开展活动的孩子们亲
切交流，并表示，
“ 家门口”服务站真正建
到了居民家门口，
希望继续为百姓服务，
让
百姓满意。
副区长李国华、王靖、管小军、陈希参
加走访慰问。

今日导读

春节不回家的他们
让这座城市更温暖
6-7 版
敬告读者
《浦东时报》春节期间休刊，2 月 22 日（大年初七）起
正常出版，
特此敬告。
恭祝广大读者新春快乐！阖家幸福！
浦东时报编辑部

年宵花市
红红火火
随着春节将近，浦东各处的年宵花市也是一番热销景象，尤其是蝴蝶兰、小桔树等象征吉祥如意的产品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也为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
增添了喜庆的氛围。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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