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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贺词
程向民

调休刊启事
1 月 21 日（除夕）至 1 月 27 日（初六）

春节假日期间，《松江报》休刊、调刊安排

如下：原定 1 月 24 日、25 日、26 日出版的

《松江报》休刊，原定 1月 27日出版的《松

江报》调至1月29日出版。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启动建设以来，科创

实力、品牌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不断增长，已在

国内外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据《江西日报》报

道，1月13日，江西省委书记尹弘在参加上饶代

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深化与长三角地区的交流

沟通和互联互动，积极融入长三角G60科创走

廊。昨天，上饶市委书记陈云率领上饶市党政

代表团来松考察长三角G60科创走廊。

上海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进

一步打响G60科创走廊品牌”的战略要求，市

委书记陈吉宁在市两会期间参加松江区代表

团审议时指出，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要进一步

放大效应、形成特色、打响品牌，充分体现了六

年多来，市委对松江策源并推进长三角G60科

创走廊建设成绩的肯定，以及松江在新的更高

起点上推进国家战略的期待。

奋楫笃行，推动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进一步打响品牌
□本报评论员

同志们，朋友们：

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在

农历癸卯年新春即将来临之际，我

谨代表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

府、区政协，向全区各条战线的广大

干部群众表示最真诚的祝福和最衷

心的感谢，向全区人民拜大年！

刚刚过去的2022年，是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之年，是实施“十四

五”规划承上启下之年，也是松江

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关键之年。过

去一年，全区上下踔厉奋发、勇毅

前行，在逆势中开创了高质量发展

新局面。一年的成就凝结着全区

干部群众的智慧和汗水，更印证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真理伟力。

一年来，我们深刻领悟“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不懈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凝心铸魂，把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内在政治主动转化

为外在政治执行力。我们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落

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

展要安全”要求，为决战决胜大上

海保卫战作出松江贡献。我们聚

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强化“三

个对冲”，全年经济发展呈“V”型

反转，彰显逆环境下强大韧性和

高成长性。区内规上工业企业数

逆势增加至 1619 家，总量跃升全

市第一，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

比 66.3%；规上工业产值、工业固

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总额均居全

市第二。松江再次被国务院评为

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

成效明显地方。

一年来，我们秉持新发展理念

不动摇，加快建设长三角G60科创

走廊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三

先”科创走廊和我国重要创新策源

地。松江高质量发展实践经验在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创刊号刊

载。成功举办第五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

质量发展要素对接大会，圆满完成

国家《建设方案》中期评估。市委

书记陈吉宁先后调研松江、参加市

人大松江代表团审议活动，对长三

角 G60 科创走廊建设成果给予高

度肯定。我们不断激发“涡轮增压

效应”，强化逆势环境下高质量发

展动力机制，围绕集成电路、人工

智能、生物医药等“6+X”战新产业

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

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

全水平。

本报讯（记者 彭璐）昨天，中国共产党上

海市松江区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

体会议举行。区委书记程向民在全会第一次

会议上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统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全

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全面贯彻落实二十届中

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按照十二届市纪委二次

全会部署，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一

方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确保一方规范高效发

展生态，为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策源地逆境中

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为持续创造“科创、

人文、生态”现代化新松江高质量发展新奇迹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区委副书记、区长李谦，

区政协主席刘其龙，区委副书记韦明出席会

议。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竺晓忠

主持。

程向民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

定性意义，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全面从严

治党战略部署。过去一年，松江深入贯彻落实

党中央和市委部署，以有力政治监督推动持续

创造逆境中高质量发展新奇迹，以严的基调正

风肃纪反腐取得新成效，全面从严治党制度规

范体系建设取得新进展，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

保障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新征程，要时刻保持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坚守初心使

命。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各方面重点工作，采取

有力措施，以零容忍态度从严查处纠治，深刻

剖析问题成因，深入开展警示教育和纪律教

育，做到警钟长鸣、震慑常在，不断铲除腐败滋

生土壤，在新起点上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

程向民强调，要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为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策源地逆境中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强保障。越是风高浪急、爬坡过坎，越

要保持政治定力，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以一方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确保一方规范高效

发展生态。要胸怀“国之大者”，以有力政治监

督保障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落实见效；坚持严

的基调，推动纠治“四风”常态化长效化；着眼

“全周期管理”，推动“三不腐”同时发力、同向发

力、综合发力；强化监督合力，推动完善党的自

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本报讯（记者 桂可欣）“叙事、

舞美、台词表演都十分精妙，整部剧

充满了浓郁的人文气息，是一种全

新的审美体验。”1月18日晚，在云间

剧院观看完大型历史话剧《陆机》的

首演后，特地从市区赶来的话剧爱

好者李刚激动地说。据悉，该话剧

由中共松江区委宣传部出品，为松

江历史名人题材系列戏剧中第五部

正式搬上舞台的作品，也是“人文松

江”建设所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

程向民在中共松江区六届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调

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为长三角G60
科创走廊策源地逆境中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李谦刘其龙韦明出席

“人文松江”建设又结重大硕果
大型历史话剧《陆机》在云间剧院首演

春节临近，各大商场、超市内张灯结彩，节日氛围浓厚。图为松江一商场的装饰树上挂满了

写着“大吉大利”“平安喜乐”等祝福语的小挂件。 记者 高雨 摄

本报讯（记者 李

天蔚） 精品频出文化

兴，人文荟萃渊源长。

昨天下午，区委书记

程向民前往云间会堂

文化艺术中心，调研公

共文化设施建设和文

化活动开展情况，要求

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功

能，赋能“人文松江”建

设，荟萃文化精品，打

响“上海之根、人文松

江”品牌。

昨 天 下 午 ，大 型

历史话剧《陆机》正在

云间剧院上演，程向民

对该剧的成功演出表

示祝贺。程向民认真

察看了云间会堂文化

艺术中心建设和运营

情况，参观了正在展

出 的 江 南 昆 曲 大 会

展览。

调 研 中 ，程 向 民

对全区文化文艺工作

者的辛勤付出表示感

谢。他勉励大家，松

江人文荟萃，历史底

蕴深厚，要坚定文化

自信，不断完善公共

文化设施功能，创作

更多高质量的主流精

神文化产品，打响“上

海之根、人文松江”品

牌，不断满足松江人

民高品质生活和精神

文化需求。

程向民强调，要高

水平运营云间会堂文

化艺术中心等公共文

化设施，集聚优质文化

资源和要素，赋能“人

文松江”建设，彰显“人

文松江”魅力，推动物

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

调发展，提升城市形象

和文化软实力。同时，希望有关部门把各项安

全措施落实到位，为松江人民营造安全有序、

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副区长顾洁燕参加。

本报讯（记者 彭璐 李梦颀）

佳节将至，岁寒情暖。在癸卯兔年

春节即将到来之际，区委副书记、区

长李谦，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汝青，

区政协主席刘其龙，区委副书记韦明

等区领导分赴各街镇，亲切看望慰

问困难党员和困难群众，向大家致

以新春问候和诚挚祝福。

李谦首先来到方松街道江虹花

园小区，看望困难劳模朱石正，向她

和家人致以新春问候，感谢她为松江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朱石正

今年72岁，1969年在黑龙江省插队，

1979年回到松江，担任供销商厦售货

员，在岗位上表现突出，1995年被评

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得知朱石正去

年因病动过手术，李谦关切询问她的

身体状况和家庭生活情况。随后，李

谦前往方松街道鼎信公寓小区，慰问

困难群众郭山弟及其家庭。郭山弟

因长期患病不能工作，靠子女赡养和

妻子的退休金维持生活，家庭经济困

难。李谦与郭山弟亲切交谈，详细了

解他的身体状况、日常医疗开支和社

会救助落实等情况，嘱咐他保重身

体，树立生活信心。

区领导看望慰问困难党员困难群众
李谦赵汝青刘其龙韦明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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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韩海峰）昨天，上饶市党政

代表团来松考察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并召

开座谈会。推进G60科创走廊建设专责小组副

组长、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联席会议执行主席、

松江区委书记程向民，上饶市委书记陈云分别

讲话，松江区委副书记、区长李谦，上饶市委副

书记、市长邱向军，松江区委副书记韦明出席。

程向民表示，上饶干部群众解放思想、敢

闯敢干、善作善成，走出了一条创新引领的高

质量发展之路，值得松江认真学习借鉴。松江

作为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创新策源地，始终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引领，按照中央、市委市政府重大战略部署，以

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为牵引，全面推动长三

角G60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战略势能落地见

效。上饶是G60高速公路大通道的重要节点

城市，双方协同发展基础厚实。面向未来，希

望双方秉持新发展理念不动摇，携手共进新时

代新征程，共同将区域协同联动高质量发展蓝

图变为实景。双方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导向，共建共享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发

挥好市场对科创要素、产业要素、供应链要

素、人才要素等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同时

抓好联席会议等政府保障机制，进一步放大

高铁时代的“同城效应”，促进两地以供应链

为支撑的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等

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全力推动两地协作向纵

深发展。双方要以项目为抓手，深化细化合

作，打造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新典范，携手实现

更高质量发展。

上饶市党政代表团来松考察长三角G60
科创走廊 程向民陈云出席座谈并讲话

以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为牵引
打造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新典范

李谦邱向军韦明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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