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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举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报告会

推动十九大精神在浦东落地生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
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一次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高举旗帜、团结奋斗的大会。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是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和首要任务。
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中，市党建研究会
常务副会长、研究员冯小敏紧扣十九大报
告原文，紧密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线，对党的十九大提
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新任务进行
了全面系统、深入浅出的分析解读，深刻

本报讯 （记者 洪浣宁）按照市委统
一部署，昨日，浦东举行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报告会，邀请市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宣讲团成员冯小敏作专题讲座。
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
祖亮主持报告会并强调，党的十九大是在

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
翁祖亮强调，要以高度的自觉和有力
的举措，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引向深入。浦东是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
和现代化建设的缩影，是自贸区和科创中
心建设两个国家战略的主阵地，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浦东使命重大、责
任重大。因此，一定要深刻认识浦东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使命和责任，
扎实推进好各项工作。
翁祖亮指出，要紧紧围绕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条主线，扎实
做好宣传宣讲。做好宣传宣讲工作，基本
要求就是中央强调的“七个讲清楚”：讲清
楚党的十九大的鲜明主题，讲清楚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
位、重要精神实质、深邃要义，讲清楚五年
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成就、发生的
历史变革，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的历史方位、重大意义，
讲清楚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深远影响，讲清
楚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讲清楚
“全面从
严治党”的重大部署，
关键是要创新方式方

八旬老党员社区传递十九大精神
■见习记者 严静雯
11 月 10 日上午，川沙新镇的新虹
亲邻坊内红歌嘹亮。一曲《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过后，80 岁老党员
张月芬为老人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
学习十九大精神分享交流会。

法，
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用好网
络新媒体等各种载体，因人施教、因材施
教、因事施教，
提高宣传宣讲的生动性和针
对性，
让群众乐于接受、
方便参与。
翁祖亮要求，要找准实践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着力点、发力点，
推动十九大精神在
浦东落地生根。推动十九大精神在浦东落
地生根，
关键要做到
“三个紧密结合”：
与推
进自贸区和科创中心建设国家战略紧密结
合，
与构建大民生格局紧密结合，
与深化全
面从严治党紧密结合。
（下转 2 版）

今日导读

浦东软件名城示范区
建设成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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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浅出讲报告

陆家嘴打造全球性
金融科技生态圈

交流会上，张月芬为在场的老人
们讲解了十九大的重要意义以及十九
大报告的精华部分。为了让大家更直
观地学习了解十九大精神，张月芬引
经据典，从中共一大开始，回顾了中国
共产党 96 年的风风雨雨，展望了未来
的锦绣前程。
一旁的张珠凤夫妇听得津津有
味。张珠凤说：
“我们夫妻两个文化水
平不高，
张月芬把十九大报告重要的内
容挑出来，
给我们详细解释。听了她的
介绍，
我也了解了很多十九大的内容。
”
“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让我印象
深刻。我们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形成
了新思想，我们要好好学习，深刻领
会。”张月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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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首家社区
公益创新园揭牌
80 岁老党员张月芬向社区老人们宣讲十九大精神。

笔记写了 10 来页纸。老人说：
“我一定
要把十九大精神传递给大家。
”
今年 80 岁的张月芬是川沙棋杆村
人，华师大毕业后在合肥学院教经济
学，
1989年获评合肥市优秀党员。时隔
半个世纪，
张月芬还记得自己入党的初
心：
“那次我们学生在乡下务农，
突然刮
起了龙卷风，
听说当时有位70岁的爷爷
与 500 只小鹅身处险境。于是我召集
大家冲过去，
救下了老爷爷和小鹅。事
后大家都说我是英雄，
拯救了老人性命
与公家财产，但我想，一个人的力量是
救不了的，这是团结的力量。正是那
时，
我萌生了入党的决心——我们要团

十九大报告看了三遍
“习近平总书记作十九大报告时，
我坐在电视机前看了 3 个多小时。”张
月芬说，
“ 十九大内容特别多，我老了
记不住，第二天赶紧找了报纸看。”
居委得知张月芬的情况，
赠送了她
一本十九大报告的全文。为了准备好
这场交流会，
张月芬认真地把十九大报
告看了3遍，
在书上作了各种标记，
备课

□见习记者 郑峰 摄

结一切力量，
把祖国建设得更美好。
”

幸福感满足感提升
亲邻坊负责人蔡荣根是一名老党
员。
“ 虽然我们退休了，但也应该积极
学习党的新知识、新理念，紧跟党的步
伐。”蔡荣根了解到张月芬学习十九大
精神的情况后，
就策划了此次分享会。
新虹居委党支部书记马丽华介
绍，亲邻坊睦邻点是社区老年人生活
互助、情感交流的平台，由居民自行组
织、川沙新镇社建办资助、沁远社区公
益服务中心提供协助。亲邻坊每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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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活动。
亲邻坊志愿者金礼忠也是社区居
民，他深刻感受到亲邻坊对小区的影
响：
“我们是拆迁小区，
大家一开始都没
适应新的生活。平台建立后，
大家能常
聚在一起，
了解时事、
参与活动、
解决难
题。我们的幸福感、
满足感都提升了。
”
川沙新镇城南社区党委副书记杨
晔表示，十九大胜利召开后，城南社区
的 13 个居委、10 个村均组织了专题学
习会。除了请党校学者为大家讲解十
九大精神外，社区还挖掘张月芬这样
的基层老党员，用鲜活的案例为大家
传递十九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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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港贸易限制将大松绑
大报告的这一提法，引起各方热议。
据了解，目前上海、浙江、福建、广东
等多地都在启动或酝酿探索自由贸
易港。从进度来看，上海无疑走在了
前面。近期，商务部表示，正会同上
海市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设立自由
贸易港的有关建设方案。
“目前，
上海市已将建设自由贸易
港的方案报送至国家有关部委征求意
见。下一步浦东将会同有关部门做好
区域围网、
监管平台建设等工作，
为正
式启动做好准备。”近日，浦东新区区
长、
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杭迎
伟在向浦东新区政协通报情况时表示。
据 悉 ，作 为 国 内 首 个 自 贸 试 验

■何欣荣 孙韶华 有之炘
《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采访多位
参与上海自贸试验区的一线建设者和
专家学者获悉，上海市已将建设自由
贸易港的方案报送至国家有关部委征
求意见。与自贸试验区相比，自由贸
易港有望在一线（国境线）放开方面取
得新突破，将取消或最大程度简化入
区货物的贸易管制措施，有望实现不
报关、不完税、转口贸易也不受限制。
此外，国际融资租赁等离岸产业也将
成为上海自贸港的一大亮点。
“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
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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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建设自由贸易港被视为上海自贸
试验区 3.0 版的重要突破口。
根据今年 3 月公布的《全面深化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
案》，
上海将在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
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内设立
“自由贸易港区”
。
何为自由贸易港？国务院副总理
汪洋10日在《人民日报》撰文称，
自由港
是设在一国（地区）境内关外、
货物资金
人员进出自由、
绝大多数商品免征关税
的特定区域，
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
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他在文中表示，我国海岸线长，
离岛资源丰富。探索建设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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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贸易港，打造开放层次更高、
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
新高地，对于促进开放型经济创新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
副所长白明等专家表示，自由贸易港
一般拥有“一线（国境线）放开、二线
（与非自由贸易港的连接线）管住、区
内自由”的特征。
当前，世界著名的自由贸易港包
括中国香港、新加坡、鹿特丹、迪拜
等。以新加坡为例，其通过电子系统
处理贸易报关，99%可以在 10 分钟内
处理完毕，每年节省的贸易成本高达
上十亿美元。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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