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用外资保持高增长

开放品格的生动写照

10月18日下午，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

区，几位工人在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外

墙上，正在安装“T”这个字母。而就在前

一天，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220千伏电力

配套项目首条线路已正式送电，从正式申

请到完成送电仅用时 168个工作日，让不

少人再次感叹“上海速度”。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

池塘。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

上，中国宣布将增设上海自贸区新片区。

今年 8 月，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揭牌。

如今，开放融通的脚步阔步向前，这里已成

为上海对外开放的新名片。截至 9 月 19

日，新片区共受理企业注册登记674户，外

资注册资本 7144.789万美元，利用合同外

资8269.788万美元。

全球复苏踟蹰，外部需求的“逆风”

压力虽可能卷土重来，但中国经济的“增

质”步伐依然行稳致远。作为我国吸引

外资的“强磁场”，今年 1-8月，上海利用

外资保持高增长，新设外资企业、合同外

资和实到外资分别增长了 47.8%、9.6%和

13.4%，其中实到外资增速同比增长 9.4
个百分点。

美国开市客（Costco）中国大陆第一

家门店在沪开业首日，中国的消费热情

展现城市的吸引力；原本计划 8 月告别

中国的日本知名百货公司高岛屋，也宣

布“重拾信心”，不走了……一个个鲜活

的案例，是上海这座城市开放品格的生

动写照。

科创“新势力”崛起

擦亮上海创新底色

“人脸识别咖啡机”“早教机器人”“智

能扫地机器人”……这些你身边司空见惯

的创新产品，芯片可能都来自上海一家物

联网解决方案的企业乐鑫科技；你每刷两

三次微信，可能就有一次通过了上海澜起

科技的芯片。——这些你不熟悉的企业名

称，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科创板上市企

业”。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

点注册制”，成为助力中国科技创新的一个

新引擎，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对科创企业

的包容性，不断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和水平。万德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月中

旬，科创板受理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 165
家，其中已经有 47家完成注册程序，34家

公司完成挂牌上市。

“公司能够不断地快速增长，主要得益

于对创新和研发的持续投入。”乐鑫科技创

始人、董事长张瑞安说，科创板的创立，能

够帮助科技型公司更好地扩大自身优势，

向全球输出更多技术影响力和品牌号召

力。未来公司将依托于上海这个海纳百川

的人才之地，专注做好中国“芯”、迎接人工

智能大未来。

科创板的设立，擦亮了上海这座城市

的科创底色。数据显示，1-8月，上海生物

医药、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

同比增长 6.1%和 4.9%，均明显快于面上工

业增速。截至今年 8月，上海的工业投资

已经连续17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成为发

挥投资关键作用的重要支撑。

长三角一体化“奔跑”

打造对内开放桥头堡

在位于上海青浦区的金泽镇，华为基

地破土动工，将在长三角打造全球领先研

发中心；全球每10台新增电梯中，就有1台
是江苏吴江制造……瞄准改革开放新高

地、生态价值新高地、创新经济新高地、人

居品质新高地这一大目标，长三角生态绿

色发展一体化示范区正进入密集施工期。

1-8月，上海日均新设企业1433户，同

比增长了 7.1%。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的数

据显示，1-9月，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等地

在沪新设企业 9万余户，超过总数比例三

分之一，一体化效应明显。

对于公司服务而言，一体化是一个

“章”走遍长三角。7月1日，歌斐颂巧克力

（上海）有限公司在浙江省嘉善县行政审批

中心市场监管窗口，领取了首张经营场所

冠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字样的营业执照。“证照联办”等机制安排，

正在打造长三角政务服务的“旗舰店”。

对于个人而言，一体化也是一张“卡”

看遍长三角。长三角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

算试点，从 2018年 9月首批开通长三角地

区 8 个试点统筹区，到 2019 年 4 月新增 9
个、6月新增 11个，在试点满一周年之际，

又新增13个试点统筹区，目前上海市医疗

机构和苏浙皖三省所有设区市均已实现全

覆盖。

再过十几天，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将如期而至。上海将办好这场“家门

口的盛会”，吸引更多国际企业和国际资本

到这里投资兴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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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消防 FEATURE消防支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二次交流研讨

唱响人民消防为人民的主旋律
本报讯（记者 张敏）近期，浦东新区

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第二次交流研讨。上海市消防

总队第二批主题教育第一指导组组长徐

圣君出席会议并讲话，支队政委法征宇主

持会议。

徐圣君指出，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浦东消防支队各项教育措施扎实有

力，基本符合上级党委各项工作要求。发

言同志能够深入思想灵魂，谈学习体会；

立足浦东实际，谈矛盾问题；聚焦改革发

展，谈创新举措，凝聚了集体智慧，产生了

思想火花。

就做好下一阶段主题教育，徐圣君

强调，在统筹结合上下功夫，确保主题教

育与重大安保同频共振、相得益彰。要

将“安保任务”作为主题教育的“考场”，

将主题教育深入到基层班组，深入到安

保现场。

要在一体推进上下功夫，确保“四项

重点措施”协调开展、贯穿始终。学习教

育上，要突出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沉下

心、定住神，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

学深悟透、入脑入心。调查研究上，要上

好专题党课，按照“四个讲清楚”要求，向

基层指战员展示学习成果、分享心得体

会。检视问题上，要广泛收集上级督导、

内部挖掘、信访举报等途径发现的问题，

以及基层调研、座谈交流会上反馈的问

题，并通过集体讨论，形成本级检视问题

清单；要认真开好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

题会议，逐条对照“18个是否”讲清问题；

要开好支队、大队两级党委专题民主生活

会，以高于严于以往任何一次民主生活会

的标准严肃对待，真刀真枪指问题，见人

见事见思想。整改落实上，重点要做好专

项整治和整改落实两项工作。

要在把握重点上下功夫，确保主题教

育落地落实、不偏不虚。要重在解决突出

问题；要把基层指战员和地方群众是否满

意、是否有获得感，作为评估主题教育实

效的根本标准；要注重支队党委、大队主

官、机关处室三个层面，特别是要重视机

关处室层面，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真正

推动各层面开展好主题教育，有效促进队

伍建设和转型升级，努力形成可推广的

“浦东经验”。

法征宇提出，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理

念，对照“初心和使命”，全体党员同志要

提高思想认识；唱响人民消防为人民的主

旋律，要始终坚持底线思维和问题导向、

要坚持依法从严治队、要坚决贯彻落实上

级党委决策指示要求，在消化吸收的基础

上形成具体化的要求和措施，同时坚持跟

踪问效，决不能大而化之、做“甩手掌柜”；

提高学习本领，提高带兵打仗本领，提高

火灾防控、理性思考和开拓创新的本领。

会上，支队党委班子成员、支队级副

职领导干部和大队主官代表就研讨课题

进行了交流发言。

本报讯（记者 张敏）近期，唐镇消

防中队组织全体指战员开展“不忘初心

担使命，打赢安保攻坚战”宣誓活动。随

着《国歌》奏响，中队指战员列队整齐、精

神昂扬，面对鲜红的党旗进行庄严宣誓，

指战员代表向党组织表达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打赢消防安全保卫战的坚强

决心。

就全力做好第二届进博会消防安保

工作，中队党支部向全体指战员发出三

点倡议：一是要举旗铸魂，锻造铁心向党

的忠贞气节。全体指战员要坚决贯彻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精神，自

觉提高政治站位。二是要精武强能，提

升攻坚克难的打赢能力。指战员要发扬

连续作战，冲锋在前，敢打硬仗的工作作

风，坚持在日常训练中练就过硬的灭火

救援业务本领，夯实灭火救援基础工

作。三是要严明纪律，树立素质过硬的

优良作风。指战员要以对党、对人民、对

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坚决做到明法纪、

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近日，临沂消防中队组织指战员进行破拆防盗门训练，提高灭火救援处置能力。
训练中，结合内部锁芯结构，中队骨干演示了不同种类防盗门的开锁方法及破拆技巧，
指导队员掌握安全防护要领。实训时，有经验的骨干带队操作防盗门破拆专项训练，
对各类防盗门的内部结构、破拆方式进行了详细讲解。

图为指战员正在进行破拆防盗门训练。 □记者 张敏 文 浦东消防支队 供图

本报讯（记者 张敏）近期，浦东新

区六灶、江镇消防站建设项目开工奠

基。六灶、江镇消防站是浦东新区第

29、30座公共消防站，一旦建成投用，将

有效缩短川沙新镇、祝桥镇及周边区域

消防安全保卫半径，大幅提升消防救援

作战效能，为保卫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

人民安居乐业发挥重要作用。

据悉，六灶消防站位于川沙新镇南

六公路东、聚溪路北，用地面积 4202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 3000平方米，规划为

一级消防站。江镇消防站位于祝桥镇江

镇社区单元 B6a-4 地块，用地面积

4799.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525.67平方

米，规划为一级普通消防站。

本报讯（记者 张敏）昨日，浦东消

防支队举行“人民楷模”王继才同志先进

事迹报告会并进行交流座谈。王继才的

妻子、开山岛哨所名誉所长、感动中国

2018年度人物、“时代楷模”王仕花作了题

为《不忘初心，永远守好开山岛》的报告。

距离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燕尾港

镇12海里，有一处只比足球场稍大的弹

丸之地——开山岛。2018年 7月 27日，

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王继才在岛上执勤

时突发疾病去世，离开了毕生为之奉献

的海防事业。一辈子守着一面旗，王继

才守岛卫国32年。每天早晨，王继才和

妻子王仕花 5点起床，6点半准时升旗，

365天无论刮风下雨从未间断。一人升

旗、一人敬礼，没有国歌伴奏，却庄严肃

穆。有一年刮台风，王继才生怕国旗被

刮跑，顶着风雨爬到山顶收国旗。下山

时，脚底踩空，整个人从几十米高的台阶

上摔下，摔断了两根肋骨，还差点掉到海

里，但国旗被他护在怀里愣是一点没破。

不仅坚持升旗，王继才还巡逻、看管

航标、测风仪、写海防日志等，每件事都认

真仔细、一丝不苟。翻开王继才的海防日

志，上面详细记录着岛上发生的事情，离

世前一天他记录道：“2018年7月26日，多

云转晴，上午有3艘渔船经过……”常有

人问王继才，要守到什么时候，他总说，

守到守不动为止。如今，他用生命践行

了这一质朴誓言。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王继才同志被授予“人民

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王继才舍小家为国家，守岛32年来，

只有5个春节与家人团聚，孩子从小无法

照顾，父母去世、女儿结婚，他都因坚守执

勤没有及时赶回。报告会上，指战员们纷

纷表示，王继才事迹感人至深、令人景仰。

浦东消防支队介绍，接下来支队将

结合主题教育工作，以集中学习会、专题

探讨会等形式，开展向“人民楷模”王继

才同志学习活动，凝聚起指战员投身第

二届进博会消防安保工作的强大动能。

唐镇消防中队宣誓
“打赢安保攻坚战”

浦东又添
两座公共消防站

“人民楷模”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举行

舍小家为国家 守岛卫国32年

临沂消防中队实训练本领

今年前8月实到外资增速同比增9.4个百分点 工业投资连续17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

新数据折射上海新进展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中国正式宣布：增

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

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时隔近一年，“未来工厂”展现“上海速度”，新

兴行业“新势力”崛起，一张卡一枚章体现一体化，

一组组最新数据折射着全新进展。
■新华社记者 陆文军 周琳

第二届进博会下月初就将举行，目前各项准备工作正有序展开。□徐网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