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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月 7日电 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11月 7
日在浙江乌镇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
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
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各国利益更加紧密相
连。为世界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迫切需要我们加快数字经济
发展，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

习近平强调，世界各国虽然国情不同、互联网发展阶段不

同、面临的现实挑战不同，但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愿望相同、应
对网络安全挑战的利益相同、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的需求相同。
各国应该深化务实合作，以共进为动力、以共赢为目标，走出一
条互信共治之路，让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更具生机活力。

习近平指出，本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以“创造互信共治的数
字世界——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希望大
家集思广益、增进共识，共同推动全球数字化发展，构建可持
续的数字世界，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新华社北京 11 月 7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

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
发行。

新华社上海 11月 7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的信心和决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快提升城市能
级和核心竞争力，更好为全国改革发展大局服务。

11 月 6 日至 7 日，习近平在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开幕式和相关活动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
记李强和市长应勇陪同下，深入上海的企业、社区、城市运行
综合管理中心、高新科技园区，就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当前经济形势、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城市管理和社区治理进行
调研。

位于陆家嘴的上海中心大厦建筑总高度632米，是已建成
的中国第一、世界第二高楼，是上海的一座标志性建筑。2007
年，习近平在上海工作期间，十分重视上海中心大厦建设，多
次到陆家嘴地区实地调研，亲自研究陆家嘴地区规划，亲自审

定上海中心大厦设计方案，推动相关工作，要求把上海中心大
厦建设成为绿色、智慧、人文的国际一流精品工程。大厦22层
的陆家嘴金融城党建服务中心，是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
建立的楼宇党建阵地。6日上午，习近平来到这里，详细了解中
心开展党建工作等情况。在党建服务中心的空中花园研讨交
流区，3家企业党支部正在联合开展“我与金融城共成长”主题
党日活动，习近平来到他们中间，同他们亲切交谈。习近平充
分肯定上海从陆家嘴金融城产业集聚、企业汇聚、人才广聚的
实际出发，创新党建工作思路和模式，为楼宇内各种所有制企
业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提供学习指导、管理服务、活动平台的
做法。习近平指出，党建工作的难点在基层，亮点也在基层。
随着经济成分和就业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在新经济组织、新社
会组织就业的党员越来越多，要做好其中的党员教育管理工
作，引导他们积极发挥作用。基层党建既要发扬优良传统，又
要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新形势，拓宽基层党建的领域，做到党
员工作生活在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里，让党员无论在哪里
都能找到组织找到家。希望上海在加强基层党建工作上继续

探索、走在前头。我们在有党员的各类企业里建立党组织，目
的是为企业的党员提供管理和服务，团结凝聚员工遵纪守法，
遵守企业规章制度，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这也有利于企
业加强管理，有利于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随后，习近平来到119层观光厅，俯瞰上海城市风貌。东
方明珠、环球金融中心、金茂大厦、杨浦大桥、世博园区……一
处处经典建筑铺展成一幅壮美长卷。大厅内，一幅幅照片今
昔对比，生动展示上海百年沧桑巨变。习近平不时驻足观看，
同大家交流，回顾上海城市发展历程。他表示，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就是一个生动例证。上
海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长三角地区合作交流的龙
头，要不断提高城市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要发扬“海纳
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城市精神，立足
上海实际，借鉴世界大城市发展经验，着力打造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

上海虹口区人口密度大。为满足居民社区生活各方面需
求，虹口区设置了35个市民驿站，努力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

服务圈”。习近平走进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
逐一察看综合服务窗口、托老所、党建工作站等。托老所内，
几位老年居民正在制作手工艺品，总书记亲切向他们问好，老
人们激动地握着总书记的手，向总书记讲述自己的幸福晚
年。习近平指出，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让老年人老有所
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党中央高度重视
养老服务工作，要把政策落实到位，惠及更多老年人。市民驿
站里，来自居委会、企业的几位年轻人正在交流社区推广垃圾
分类的做法。习近平十分感兴趣，仔细询问有关情况。一位
年轻人介绍说公益活动已经成为新时尚。习近平强调，垃圾
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垃圾综合处理需要全民参与，上海要
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实办好。习近平叮嘱他们，城市治理的“最
后一公里”就在社区。社区是党委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
的神经末梢，要及时感知社区居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一件一件加以解决。老百姓心里有杆秤。我们把老百姓放在
心中，老百姓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中。加强社区治理，既要发挥
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 （下转A3版）

习近平向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

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信心和决心 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11月6日至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这是6日上午，习近平在上海中心大厦22
层的陆家嘴金融城党建服务中心，同正在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的企业党员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萍乡，因煤立市、因煤兴市，依托煤炭资源曾经走
过一段辉煌历程。然而，随着煤炭资源采掘殆尽，萍乡
也随之步入“矿竭城衰”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系列
困境。长期以来，该市致力跳出资源的“掣肘”，在矢志
转型中摸索前进，特别是自 2008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
国首批 12个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试点城市以来，萍乡
更是“策马扬鞭”，全市上下围绕转型升级这个“同心
圆”，聚焦高质量发展苦干、实干，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
新的喜人景象。

产业结构更加优化

自实施转型战略以来，萍乡“不唯煤、延伸煤、跨越
煤”，充分结合产业发展实际，以十大接续替代产业寻
求“突围”，构筑起多元产业支撑体系。数据显示，2017
年萍乡市规模以上煤炭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由
2007 年的 6.84%下降到 0.46%，仅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
重的1.4%。

走进位于芦溪县高新技术产业区的多维时空科技

有限公司，但见产品陈列台上摆放着3D技术打印出来
的恐龙骨架、十二生肖兽首、名人半身像，一个个栩栩如
生，让人惊叹。这家去年 7月引进的 3D打印增材制造
企业，未来愿景是“建设亚洲最大的3D打印生产基地”，
今年 5月生产以来，已投放砂型铸造打印机、雕塑打印
机等 3D 打印设备 60 台（套），订单总量就达 500 万元。
近年来，以传统电瓷产业扬名多年的芦溪县通过高新技
术产业区平台，已经聚集了九牛汽车、OE新能源汽车等
多个高科技含量的“大块头”企业， （下转A3版）

不唯煤 延伸煤 跨越煤
——资源枯竭型城市萍乡转型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刘启红巡礼•潮涌赣鄱的城市巨变

本报吉安讯 （记者刘勇）11 月 5 日
至7日，省委书记刘奇在吉安市调研时勉
励全省民营企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推进民营经济发展重要指示
精神，特别是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感恩时代、砥砺奋进，坚定
信心、乘势而上，心无旁骛、苦练内功，激
发活力、做优做强，不断推动全省民营经
济发展开创新局面，为江西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注入强大生机和活力。

省领导赵力平、雷元江一同调研。
位于遂川县的江西奥海科技公司

内，一边是忙碌的生产线，一边是火热的
建设工地。这家返乡创业企业一期工程
已竣工投产、满负荷运转，二期工程正在
加紧建设中，总投资达 10亿元。刘奇听

取了公司发展介绍，对奥海以创新为引
领，聚焦实业、做精主业的做法给予肯
定。他对企业负责人说，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了“定心
丸”、打了“强心针”，大家要坚定信心、保
持定力，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一门
心思抓生产、心无旁骛练内功，奋力推动
企业做优做强，以优异的发展成绩，感恩
新时代、拥抱新时代、回报新时代。

电子信息产业是吉安市的首位产
业，刘奇相继考察了江西中泰和讯科技
有限公司、吉安市立讯射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和吉安市木林森光电有限公司
等上下游企业。研发柔性触摸屏、为苹
果公司生产高端蓝牙耳机、问鼎中国最
大的 LED 制造商……刘奇详细了解了

吉安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为这些企业
所取得的发展成绩感到欣慰。他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进博会开幕式上
的主旨演讲，深刻阐明了经济全球化是
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郑重宣示了进一
步扩大开放的中国行动。电子信息产
业是高度开放、密切协作的全球性产
业，我们要以“不以江西为世界、而以世
界谋江西”的宽广视野，进一步扩大开
放，以全球视野优化人才、市场、资本等
要素资源配置，着力推动电子信息产业
实现高质量发展。

刘奇还考察了泰和国兴城、吉安螃
蟹王国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每到一处，
他都实地了解企业发展还面临什么困
难，对政府的政策措施还有什么期待。

刘奇说，民营企业在推动发展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各地各部门要毫不动摇地鼓
励、支持、引导、保护民营经济发展，优化
营商环境、减轻企业负担，让民营企业轻
装上阵、给民营经济阳光雨露。

调研中，看到许多企业负责人都是
“80 后”的年轻人，看到许多“90 后”正成
为创新创造的生力军，刘奇很高兴。他
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必将开启民营经济新一
轮的大发展，必将厚植创新创业沃土。
年青一代朝气蓬勃、胸怀远大，要抓住时
代机遇，在火热的创新创业中激扬青春、
建功立业。各地各部门要鼓励支持青年
创新创业，大力吸引赣才回流、赣商回
归，重振江右商帮兴盛与辉煌。

刘奇在吉安市调研时勉励全省民营企业

感恩时代砥砺奋进 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心无旁骛苦练内功 激发活力做优做强

本报宜春讯 （记者李冬明）11 月 7 日，省长易炼红来
到宜春市的高安、樟树和丰城三地调研。他强调，我们要
从更高层次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工作重要要求，
按照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决策部署，牢固树立“项目为王”
的意识，敢于担当、敢为人先，甩开膀子、开拓奋进，狠抓项
目建设，强力推进工业强省战略。

易炼红考察了高安市的龙工机械（江西）公司。得知
企业由工程机械零配件升级至叉车整机生产，他鼓励企
业扎根当地、做强做大。来到康铭盛光电公司，企业负责
人算了一笔公司今年可享受的优惠政策减负“明细账”。
易炼红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明确要求
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我们要切实落实好降成本优环境系
列政策举措，让企业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在通瑞新能
源、普京陶瓷等企业考察时，易炼红要求当地积极作为，
打造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开
绿灯。

中医药、酒、金属家具制造和盐化工是樟树市的特色优
势产业。来到金虎保险设备集团，易炼红对企业生产向智
能制造升级表示赞赏。在考察仁翔药业、仁和集团 863 科
技园时，易炼红察看了现代化的医药物流配送体系、传统的
中药材炮制技术，鼓励企业弘扬工匠精神，传承中医药文
化，坚守主业、创新手段，推动樟树打造成为全国中医药产
业高地。来到四特酒公司考察，易炼红希望企业适应消费
升级需求，创新营销方式，不断开拓市场。樟树市要抢抓机
遇、顺势而为，发挥产业优势、彰显文化底蕴、提升城市品
质，让传统更厚重，让现代更时尚，进一步做强品牌、做大规
模、做优效益。

丰城市是全国百强县市。易炼红来到格林美有限
公司，察看了废旧物资拆解分拣流程。他希望企业强化
精深加工，引进配套企业，提高附加值，实现集群化发
展，持续做大规模。易炼红还走访了捷和电机、佛吉亚
好帮手和华伍制动器等企业，察看最新产品，询问发展
规划，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
等新技术，强化创新，推动跨越式增长。调研中，发现部
分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易炼红要求相关
部门积极为企业排忧解难，不断增强企业信心，激发企
业活力。

易炼红反复强调，江西经济结构要转型升级，必须靠
项目建设。园区要发挥比较优势，聚焦主攻方向，狠抓项
目的洽谈、引进、建设、竣工和运营，延伸产业链条，形成产
业集群，以大项目好项目推动经济转型创新发展。发展是
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要狠抓容错纠错机制政策
的落地落实，鼓励各级干部聚精会神抓项目、敢于担当善
作为，创新思路和办法，放手干、大胆干，坚定不移走好工
业强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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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至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这是6日下午，习近平在张江科学城
展示厅考察，了解上海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情况。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