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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洪浣宁）10月 1日，区

委常委会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第七次专题学习会，收看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并以“理想信

念、宗旨性质”为主题进行学习交流。市委

常委、区委书记翁祖亮主持专题学习会并

强调，时代呼唤闯将，改革需要先锋，对浦

东来说，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最好的

致敬就是以归零的心态再出发，再起宏图、

再创传奇，为“中国号”这艘巨轮继续破浪

前行、扬帆远航作出浦东新的更大贡献。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市委

第一巡回指导组组长韦源，市政府副秘书

长、区委副书记、区长杭迎伟，市政府副秘

书长、区委副书记朱芝松，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党组书记田春华，区政协主席、党组书

记姬兆亮，区委副书记冯伟，区委常委陈

杰、李贵荣、彭崧、金梅、单少军、谈上伟、唐

劲松、李泽龙、金辉、姚凯参加专题学习

会。与会同志结合收看学习活动以及各自

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了学习体会。

翁祖亮说，70 年风雨兼程，雄关漫道

真如铁，党带领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

煌成就，我们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

前景充满信心。回望来路，我们为70年的

辉煌成就感到无比自豪，身处改革开放前

沿窗口的浦东，我们积极推动浦东经济总

量跨过万亿元大关，亲眼见证浦东大地旧

貌换新颜，我们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非

凡成就感到由衷自豪，对浦东成为中国改

革开放的象征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深

感骄傲。展望未来，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充满自信，要继续发扬自强不息

的奋斗精神，以奋斗开辟崭新天地，以斗争

赢得光明未来。

翁祖亮指出，我们即将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

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必须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新的伟大征

程中再创浦东开发开放的新传奇。要更加

自觉地强化理论武装，把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旗帜举得更高；要

更加自觉地落实国家战略，继续走在全国

改革开放最前列；要更加自觉地践行为民

宗旨，努力让工作生活在浦东的人们更幸

福；要更加自觉地传承发扬“三股气”，以特

殊的精神状态实现特殊的作为。

杭迎伟在交流学习体会时说，热烈隆

重的庆典是对70年奋斗历史的初心回望，

70年的辉煌成就令全国人民倍感振奋、倍

受鼓舞。在这个时间节点学习讨论“理想

信念、宗旨性质”主题，将进一步激发我们

奋斗伟大新征程的精神力量。必须坚定信

仰、筑牢理想信念精神之基，坚守初心、自

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勇担使命、永葆共产

党员政治品格。

朱芝松在交流学习体会时说，在全国

上下共庆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历史性时

刻召开这次主题教育专题学习会，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意义特

殊而重大，必将推动我们在理论学习上有

更大的收获，促使我们在思想政治上受更

深的洗礼，鼓舞我们在干事创业上敢于更

大的担当，激励我们在清正廉洁上做更好

的表率。

冯伟在交流学习体会时说，和大家一

起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收看阅

兵式和庆祝活动，倍感激动、兴奋和自豪。

要积极引领各级干部、社会各界参与到推

进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工作中去，聚焦到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上来，凝聚起奋进新

时代、实现新跨越的磅礴伟力。

又讯 10月1日下午，区委常委会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八次专题

学习会，以“担当作为”为主题进行学习交

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翁祖亮主持专题学

习会并强调，过去浦东开发开放在一片农田

上起步，底子薄、基础差，靠着敢教日月换新

天的斗争精神，不畏艰难、百折不挠，才杀出

了一条血路、闯出了一条新路。如今，浦东

发展的物质基础不断雄厚，但改革进入深水

区，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必须

传承和发扬好浦东开发开放之初的“三股

气”，敢于担当、善于作为，把改革开放再出

发的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市委

第一巡回指导组组长韦源，市政府副秘书

长、区委副书记朱芝松，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党组书记田春华，区政协主席、党组书

记姬兆亮，区委副书记冯伟，区委常委陈

杰、李贵荣、彭崧、金梅、单少军、谈上伟、唐

劲松、李泽龙、金辉参加专题学习会。朱芝

松、冯伟、彭崧、单少军结合主题与各自思

想和工作实际作交流。

翁祖亮指出，推进改革开放再出发，

是浦东当前最大的事业、最重要的使命责

任，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坚持把职业当作

事业，把责任扛在肩上，把自身价值的实

现融入到浦东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洪流中

去。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必然会面临各种

各样的艰难险阻和风险挑战，只有具备迎

难而上、动真碰硬的勇气，敢闯敢试、敢为

人先的锐气，才能真正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理想信念是担当作为的力量之源，强

化担当作为根本上是要在坚定理想信念

上下功夫。要强化对党的担当，始终做到

对党忠诚；要强化对事业的担当，始终坚

持事业为上；要强化对人民的担当，始终

牢记宗旨意识。

翁祖亮指出，担当作为必须永葆斗争

精神，传承和发扬好浦东开发开放之初的

“三股气”。要传承发扬敢跟全球顶级水平

对话的志气，和甘于平庸作斗争，在攻坚克

难中追求卓越，在创新创造中引领潮流。

要传承发扬强烈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气，和

碌碌无为作斗争，以非同寻常的胆略气魄，

追求卓越、争创一流，全力干出一番不一般

的业绩。要传承发扬艰苦奋斗忘我工作的

朝气，和“四风”问题作斗争，切实防范“四

风”问题反弹回潮，始终昂扬艰苦奋斗、披

星戴月、忘我奉献的精气神。

翁祖亮强调，担当作为关键在作为，最

终要体现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上。当

前，浦东正在全力推进改革开放再出发。

在这个新的征程上，我们每一名党员干部

都要担起责任，积极作为、主动作为、创新

作为、有效作为，勇当新时代全国改革开放

和创新发展的标杆。

朱芝松在交流学习体会时说，伟大事

业都始于梦想成于实干，有多大担当才能

干出多大事业，有多大作为才会取得多大

成就，只有有了担当作为，才能践行初心使

命。要把“敢跟全球顶级水平对话的志气”

转化为“对标全球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

实际行动；把“强烈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气”

转化为“勇当闯将中战将”的现实追求；把

“艰苦奋斗忘我工作的朝气”转化为“开局

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工作状态，全

力推进临港新片区建设跑出加速度、体现

显示度。

冯伟在交流学习体会时说，进入新时

代，特别是推进浦东改革开放再出发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更需要我们进一

步传承“三股气”、发扬奋斗精神，立足本

职、埋头苦干，不畏艰险、攻坚克难，自觉运

用理想信念的“航标”和“灯塔”，始终把牢

思想“总开关”“总闸门”，跑好理想信念传

承的“接力赛”，把各项改革创新任务落到

实处。

区委常委会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七次、第八次专题学习会

以归零心态再出发 再起宏图再创传奇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9 月 30 日下

午，浦东 5000 名干部群众汇聚源深体育

中心，用一场热情澎湃的歌会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

全场的沸腾时刻，是著名指挥家屠巴

海指挥现场 5000 多人全体起立，同声高

唱《歌唱祖国》，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出现

在会场内，高高飘扬。市委常委、区委书

记翁祖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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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政协主席姬兆亮，区委副书记冯伟等区

领导和嘉宾走上舞台，与现场观众一起挥

舞鲜红的国旗，唱响令人激动的旋律，抒

发情怀、传递力量，以更加崭新的姿态、更

加振奋的精神，表达了推动浦东改革开放

再出发、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

决心，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这是一场不分观众和演员、全场互动

的大型快闪，也是一次全体浦东人唱给伟

大祖国的赞歌。来自陆家嘴金融城、张江

科学城和建设交通、医疗卫生、文教体育、

公检法、城市管理、环境卫生、市场监管等

领域的干部群众组成 12 支方队，用歌声

与祝福表达了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奋斗

新时代的真挚情怀。

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嘹

亮歌声里，1000名身着红色T恤的浦东干

部群众举起双手，挥舞手臂，排出各种造

型的“人浪”。随后的歌曲联唱把歌会推

向第一个小高潮，《唱支山歌给党听》《美

丽的草原我的家》等耳熟能详的歌曲一一

响起，优美的旋律又引发了一轮大合唱。

从 1949 年到 2019 年，新中国成立 70
年的繁荣富强之路，在这场快闪里通过音

乐蒙太奇串联起来。由上海轻音乐团高

山、李欣玫等歌唱家演唱的《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咱们工人有力量》《唱支

山歌给党听》《爱我中华》，著名女高音歌

唱家于丽红及学生们表演的歌伴舞《春天

的故事》，上海歌剧院著名男高音歌唱家

韩蓬的《再一次出发》，上海轻音乐团著名

歌唱家罗雨演唱的《红旗飘飘》，浦东行业

英模代表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热

情饱满的歌声一浪高过一浪，抒发了全国

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骄傲

与自豪。

浦东是一首歌，会越唱越嘹亮；浦东

是一首诗，会越写越辉煌。由 SMG著名

主持人侧耳团队印海蓉、陶淳、王幸、邢航

朗诵的《浦东史诗》，歌颂浦东开发开放的

伟大征程，将文学、朗诵与背景融为一

体。在时而悠扬、时而激昂的背景音乐

中，朗诵者“漫步”在屏幕中不断变换的浦

东地标建筑和不同区域，浦东的面貌从昔

日的农田厂房，渐渐变为如今的高楼林

立，再现了浦东开发开放的沧桑巨变。

用热情澎湃的歌会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5000名浦东干部群众齐声歌颂祖国

本报讯（记者 洪浣宁 李继成 潘

永军）10月1日上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隆重举行。

在新区办公中心，市委常委、区委

书记翁祖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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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协主席姬兆亮，区委副书

记冯伟等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

协领导，区法院、区检察院主要负责同

志，在新区办公中心办公的各部、委、

办、局主要负责同志集中收看大会实

况和国庆阅兵活动。浦东各街道、镇，

各直属企业也在各自单位组织集中收

看。

浦东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令人鼓

舞，催人奋进，大家都为祖国日新月

异的发展变化感到无比自豪，对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充满信

心。

浦东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

放而兴。浦东开发开放 29年取得的成

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

功实践，也是改革开放国家战略的生

动展现。浦东新区将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对上海“四个放在”和对浦东“三个

在于”的定位要求，深入贯彻落实总书

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在市委、市

政府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更加积极主动地担起国家战略，勇

当新时代全国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

标杆。

大家表示，将继续发扬敢跟全球

顶级水平对话的志气、强烈渴望建功

立业的心气、艰苦奋斗忘我工作的朝

气，坚定不移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打

创新牌，更加主动地当好改革尖兵，大

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充分发挥开路

先锋、示范引领、突破攻坚作用，在高

水平改革开放上闯出新天地，在高质

量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在高品质生活

上实现新作为。力争通过 7 年左右努

力，推动浦东经济总量突破 2 万亿元，

为上海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作

出更大贡献，奋力打造新时代彰显中

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道路的实践范

例。

当天上午，中国商飞浦东基地总装

制造车间内，在C919大型客机 106架机

前，百余名一线参研人员现场收看了“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阅

兵式与群众游行”的电视直播。当C919
大型客机出现在直播画面，现场响起一

阵阵热烈的掌声。大家纷纷表示，生活

于伟大的时代、从事着光荣的事业，深切

感受到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要踏踏实实

把每件平凡事做好，为大飞机事业贡献

力量。

金桥管委会和金桥集团当天上午

以教育联组学习的形式集中收看了庆

祝大会实况和阅兵活动。大家表示，

要不断追寻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创

业足迹，积极作为、主动作为、创新作

为、有效作为，共谋发展，做新时代最

美的金桥奋斗者。

还有很多生活、工作在浦东的人

们怀着无比自豪的心情观看了当天上

午的直播。浦东山歌传承人奚报国

说，1949 年 10 月 1 日，他和同学们欢天

喜地地敲起腰鼓、扭起秧歌，庆祝新中

国的成立，从此立志报效祖国，“报国”

是他的名字，也就是他的初心，要继续

把自己的才智奉献给家乡，传承发扬

优秀传统文化，为家乡的文化繁荣添

砖加瓦。

居住在上钢新村街道济阳三村的

“两弹一星”老功臣陈福良激动地表

示，阅兵式上装备方队受阅武器有不

少是首次亮相，看到一枚枚导弹如利

剑出鞘、直指苍穹，感到无比激动和

自豪。

武警上海市总队执勤第四支队战

士张家鑫当日上午和战友们一起在执

勤点上观看了直播，心情无比激动，感

到“伟大的祖国”不再是一句口号，而

是那么的形象具体，触手可及。作为

一名武警战士，将更加刻苦地学习训

练，掌握履职本领和相关先进装备的

性能，为保卫上海的和平安宁做出新

的贡献。

浦东干部群众集中收看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

衷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浦东干部群众用热情饱满的歌声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本报记者 刘思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