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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召开 2020 年度“四个责任制”述职述责评议会

发挥“头雁作用”形成比学赶超生动局面
关学会、协会；各街镇要结合居村“两委”
本报讯 （记者 王延）2020 年度浦东
换届，把落实“四个责任制”的压力传导
新区“四个责任制”述职述责评议会昨日
到居村，形成明责履责尽责追责环环相
下午在新区办公中心举行。市委常委、
扣的责任闭环。
区委书记翁祖亮出席会议并在讲话中强
●
把“四个责任制”放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述职述责评议会上，区发改委党组、
调，责任是事业的起点，担当是进取的基
神的高度来谋划推进
区市场监管局党组、陆家嘴管理局党组、
石，大家要始终牢记“党建是最大的政
上钢新村街道党工委、花木街道党工委、
绩”，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进取心履职尽
●
在深化推进“四个责任制”
中打造更多亮点品牌
高桥镇党委、张江高科党委、供销联社党
责、担当作为，把“四个责任制”工作抓
委 8 家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分别述职述责。
得更好、落得更实，共同推进新时代浦东
●
将
“四个责任制”层层压紧压实
市纪委常委陶泓、
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蒋
高水平改革开放再上新台阶，再创新奇
云锋、
市司法局副局长罗培新对浦东落实
迹。
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上
深化推进“四个责任制”中打造更多亮点
翁祖亮强调，要立足“全面进步”，将 “四个责任制”情况作了指导讲话。区委
市政府副秘书长、区委副书记、区长
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即将出
品牌。浦东要完成好习近平总书记赋予 “四个责任制”层层压紧压实。打造社会
常委、
组织部部长谈上伟，
区委常委、
纪委
杭迎伟主持评议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台的《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
的引领重任，必须要在抓责任制落实上
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不是单项引领， 书记戚玉箐，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泽
田春华、区政协主席姬兆亮出席。区委
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
打造更多有显示度、影响力、示范性的品
而是全方位引领。
“ 四个责任制”系统推
龙等分别对 8 家单位述职述责作点评。
副书记单少军在会上作了 2020 年区委常
意见》
，
这是今年所有工作的主轴主线。
牌项目。一方面，
“
系统集成”
的整体品
进的初衷，
也是要形成联动效应，
推动各
从 2017 年开始，浦东新区连续 4 年
委会推进落实“四个责任制”工作情况报
牌要越擦越亮，要聚焦“四个责任制”有
个责任制工作全面进步。要紧紧抓住
坚持“四个责任制”一起抓，各单位按照
告，并通报了 2019 年推进落实“四个责任 “四个责任制”要紧紧围绕这个主轴主
线，强化思想保障、作风保障、法治保障， 机融合的深度、广度、力度，进一步深化 “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层层压实责任， 区委总体要求，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持续
制”工作民主评议情况以及 2020 年考核
从全面从严治党出发，以更高标准更好
做实、创新探索，不断丰富浦东统筹推进
推动每一位党员干部知责于心、担责于
深化一体推进、考用结合效果凸显、切实
总体情况。
水平深入推进“四个责任制”，为贯彻落 “四个责任制”的品牌成果。另一方面， 身、履责于行，领导干部要发挥“头雁作
减轻基层负担、不断涌现亮点品牌，推动
翁祖亮指出，推进今年的“四个责任
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打造引领区，营 “守正创新”的各领域品牌也要越来越
用”，责任传导要到达“神经末梢”，形成
这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这些创新探
制”工作，要立足“坚强保障”，把“四个责
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舆论氛围和法治环
多，每个责任制都要积极推进理念创新、 比学赶超的生动局面和浓厚氛围。下一
索，推动了“四个责任制”进一步提质增
任制”
放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境。
功能创新、
服务创新，
持续擦亮老品牌，
步，
各委办局要把具体化、
可操作的责任
效，也为区委中心工作的顺利推进提供
话精神的高度来谋划推进。当前浦东最
翁祖亮强调，要立足“引领作用”，在
多措并举打造新品牌。
落实要求传导到本系统、本行业内的相
了坚强保障。
重要的政治任务，
就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履职尽责、
担当作为，
把
“四个责任制”工作抓得更好、落得更实

要立足“坚强保障”

要立足“引领作用”
要立足“全面进步”

今日导读

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指导原则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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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己汽车发布两款量产定型车 定位高端新能源车

造车新势力抢占全球智能汽车先发高地
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昨日，
由上汽集团、张江高科和阿里巴巴
集团共同出资成立的智己汽车，全
球首发两款量产定型电动车。两款
新车分别是轿车和 SUV，轿车采用
了三联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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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 AI 未来街区
逐步成型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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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车版今年底上
市，
SUV 版明年上市
智己汽车新车搭载了瞬态响应
高扭双电轴以及上汽与宁德时代共
同开发的采用“掺硅补锂电芯”技术
的电池，支持无线充电。在电池安
全性方面，优化了电芯配方和封装
技术。
智己汽车表示，在国家法规允
许及高精地图开放情况下，2021 年
底其将具备点到点零接管自动驾驶
能力；同期还将在一线城市特选商
业中心应用自动代客泊车和唤车功
能，2022 年起逐步向一线、新一线城
市优选商超拓展。
智己汽车轿车版将于今年 4 月
上海车展期间接受全球预订，年底
上市。SUV 版将于明年上市。

智己汽车昨日全球首发两款量产定型电动车。□智己汽车 供图
公司落户张江智能园区。作为上汽
集团的
“一号工程”
，
智己汽车承载了
中国最大汽车集团机制改革创新、
品
牌向上突围的重任。上汽集团 60 余
年的专业造车经验、深厚的技术积
淀、完善的零部件体系、全球化的布
局、充足的资金储备、丰富的合作资
源，
为智己汽车构筑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张江高科技园区世界级
的高科技产业集群生态和 AI、芯片
等核心技术资源，以及阿里巴巴的
用户大数据、达摩院的最新技术、阿
里云等生态圈的协同优势，共同为
智己汽车全面赋能，助力其抢占全
球智能汽车领域的先发高地。
发布会现场，有相关负责人表
示，未来汽车的终点，就是一台可以

打造更加高端智
能化的产品
去年 11 月，高端智能纯电汽车
项目智己汽车正式启动，
作为国内首
个创始轮即达百亿元级的汽车科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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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的超级计算机。作为阿里巴巴
入局的造车新势力，智己汽车在人
工智能与人车交互等软实力方面大
幅革新。例如智己汽车全球首创的
智能操作系统——上善若水 IMOS，
通过前所未有的智慧多场景，创造
整车的无界跨屏显示。智己汽车将
在智能化上有更深入的布局，依托
上汽集团成熟的造车经验和阿里巴
巴在大数据以及智能系统方面的研
究，
打造更加高端智能化的产品。

造车赛道上的竞
速将不断升温
近年来，新造车企业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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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猛。2020 年，蔚来、理想和小鹏均
在销量上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表现亮眼。就在 1 月 11 日，百度作
为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平台型公
司,宣布正式组建一家智能汽车公
司,以整车制造商的身份进军汽车
行业。
随着更多互联网巨头等造车新
势力入局，
造车赛道上的竞速将不断
升温。业内人士分析指出，
造车新旧
势力纷纷加码智能网联汽车，
使行业
景气度持续高涨。智能化加速趋势
下，软件定义汽车成为主流，传统车
企纷纷与高科技企业开展合作，
有望
弥补其在软件积累方面的不足，
从而
加快转型的步伐，
进而推动整个智能
网联汽车产业链的持续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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