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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坚钢主持区委中心组学习会，听取一体推进
“三不腐”专题辅导报告

永葆在路上的清醒 压实每一层的责任
本报讯 9 月 19 日上午，杨浦区委
举行中心组学习会，
邀请市纪委常委、
市纪委秘书长王旭杰作《一体推进
“三
不腐”
，
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
持
久战》专题辅导报告。区委书记谢坚钢
主持会议并强调，
要认真贯彻中央、
市
委决策部署，
永葆在路上的清醒、
推进
全周期的管理、
压实每一层的责任，
以
一体推进
“三不腐”
的新成效，
助力杨浦
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再上新台阶，
以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区委副书记、区长薛侃，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程绣明，区委副书记周海
鹰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参加。
王旭杰围绕准确把握一体推进
“ 三 不 腐 ”做 了 系 统 梳 理 和 深 入 讲
解。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察

委主任余海虹，副区长王浩结合自身
工作，分别作交流发言。
谢坚钢指出，要永葆在路上的清
醒。时刻保持在路上的清醒和“赶
考”的状态，自觉从思想、行动、纪律
上不断提升反腐质效，进一步深入学
习贯彻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专题研讨班和中央政治局第四十
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把一
体推进“三不腐”与加强党的政治、思
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建设贯通
协同起来，与贯彻落实市党代会精
神、加快建设“四高城区”紧密结合起
来，继续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的总体战、攻坚战、持久战。
要推进全周期的管理。从治标
入手，把治本寓于治标之中，坚持系

统性推进，把“全周期管理”的理念和
方式贯穿于全过程。保持不敢腐的
高压，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对
顶风违纪问题露头就打、反复敲打，
不断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完善不能腐的机制，深入分析典型案
例，以案促改、以案促建、以案促治，
推动形成更多的制度性成果。强化
不想腐的自觉，立足杨浦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实践，切实构筑起拒
腐防变的思想堤坝。
要压实每一层的责任。不断健
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
任格局。深化细化“四责协同”，贯通
落实相关职能部门监管职责，各级党
委（党组）要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和“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

强化监督责任。以党内监督为主导，
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
突出加强在履职用权等方面的监督
检查，完善谈话提醒、述责述廉、请示
报告等各项监督制度。落实“三个区
分开来”执纪导向，坚持正向激励和
负面约束相统一、行使权力和担当责
任相统一、划清底线和设好路标相统
一，精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不断释放监督执纪执法正能量。
会议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进
行。区法院、
检察院主要负责人，
其他
市管干部，区各部、委、办、局、人民团
体主要负责人，
区人大专委会（工委）、
区政协专委会主要负责人，各街道党
政主要负责人，区属企业（集团）主要
负责人参加。
■记者 宋玥

鲜活案例为立法进程作参考

基层立法双联系点新江湾城街道邀企业家专家等召开征集意见座谈会
本报讯 人工智能是引领未来发
展的战略性技术，也是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
近日，一场立法征集意见座谈会在
湾谷科技园“杨浦区人工智能与大
数据创新基地”举行。
参加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不
少企业家、法律专家等共同参与到
《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
例（草案）》的立法进程中，基层的鲜
活案例将直接反馈到上海市人大相
关立法部门，为接下来的立法进程
作为参考。
在 202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
前夕，人工智能领域的首部省级地
方性法规《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条例（草案）》面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这也是继《上海市数据条
例》发布后上海数字经济领域的第
二部地方性法规草案。
新江湾城街道作为杨浦区唯一
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和上海市人民
政府的基层立法“双联系点”，在参
与立法中具有“两团两队”的智力优
势和辐射全区的区位优势。
本次座谈会聚集了杨浦区人工
智能领域多家重点企业和相关职能
部门。杨浦区人大财经委、区科委、
区投促中心、新江湾城街道与千寻
位置、复旦微电子、科创集团、国家
技术转移东部中心、道客网络等人
工智能产业企业围绕如何“发挥本

市和我区人工智能产业的生态优
势，破解发展中的问题”为高质量地
方性法规建言献策。
活动还邀请到参与此次《上海
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草
案）》立法工作的人工智能法专家、
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吉栋解读
条例立法背景、目的意义以及政策
导向。
与会区单位代表畅所欲言，对
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提升创新
策源能力、强化人工智能企业集聚
和增强核心产业新动能、加快人工
智能深度应用以及全面赋能城市数
字化转型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曾生产出

匠人匠心 修旧如旧

国内首款自主知识产权的亿门级可
编程融合芯片“青龙阡陌”。继青龙
1 号之后，复旦微电子将陆续研发和
推出白虎、朱雀、玄武等新一代更强
大的国产芯片。集团副总经理曾昭
斌认为，
《条例（草案）》第 39 条“人工
智能框架软件和系统软件”除了支
持人工智能框架软件和系统软件，
建议也支持更加基础的人工智能编
译器软件。
“ 条款中提到的‘强化人
工智能框架软件和芯片及硬件相互
适配、性能优化和应用推广’，其中
关键技术就是人工智能编译器软
件。编译器起了核心和基础作用，
少了编译器就少了核心和灵魂。
”
（下转第 6 版）

百年文保建筑第一康复医院
“焕新”

本报地址： 上海市安波路 565 号

本报讯 老建筑承载着一个城市
的历史记忆。位于杭州路 349 号的
上海市第一康复医院，其历史建筑
保护群中最早的一幢建筑距今已有
百年。如今，老建筑修旧如旧，
“焕
新”而底蕴留存。2 号、3 号楼，作为
修缮项目中的一期工程近日顺利竣
工并投入使用，目前作为医院的康
复病房。
推窗见绿、廊下有风，阳光打在
建筑外墙上，闪亮如星，这是洗石子
工艺特有的视觉效果。穿过门厅，
老
建筑的质朴气息扑面而来，
两扇彩绘
玻璃凹凸有致，
色彩饱满。
“我们医院
是有百年历史的老建筑，修旧如旧，
在改善住院条件的同时，
保留了历史
底蕴和风味。”上海市第一康复医院
基建科科长张振中向记者介绍，
为尽
最大程度还原老建筑的原有风貌，
在
修缮过程中，
人力和时间成本是成倍
增加的。比如一个两层的楼梯间，
用
现代工艺的瓷砖和机械化手段，
两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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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就可以完成修缮恢复，
而传统水
磨石工艺要耗时两周。
老建筑的修缮工程分为三期进
行，除已经竣工的 2 号 3 号楼外，5 号
6 号楼也即将开工，预计今年年内修
缮完毕。
据介绍，上海市第一康复医院
前身为 1923 年创建的圣心医院，至
今已有近百年历史。1958 年 11 月，
圣心医院原址作为杨浦区中心医院
住院部（杭州路 349 号），在近半个世
纪的历程中，收治了大量病人，为沪
东地区的人民提供了优质的医疗服
务。2014 年 7 月，经上海市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正式更名“上
海市第一康复医院”
并延续至今。
■记者 王歆瑜 文/摄

杨浦与尤溪对口
合作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 9 月 20 日，上海市杨浦
区·三明市尤溪县对口合作座谈会
召开。杨浦区委书记谢坚钢、尤溪
县委书记周庆裕出席会议并讲话。
杨浦区委副书记、区长薛侃主持会
议。杨浦区副区长施方，尤溪县委
常委、副县长林永田，副县长罗炳良
等出席会议。
谢坚钢指出，
杨浦与尤溪合作基
础良好、前景广阔，相信在双方的共
同努力下，
一定会在奔向更加美好生
活的新起点上取得更加丰硕的成
果。希望双方共拓产业发展新路径，
充分发挥各自产业优势，共同搭建
合作平台，支持园区共建和产业合
作，促进产业集群化、特色化发展，
推动两地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共
绘美好生活新图景，充分利用各自
资源禀赋，聚焦文旅康养、现代特色
农业等领域，努力发掘品质民生需
求、打造优质服务产品，让两地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
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共谱红
色基因新传承，充分发掘、保护、运
用好各自的红色资源，生动传播好
红色文化、讲好红色故事，
共同唱响
知史爱党、
知史爱国的红色主旋律。
周庆裕表示，根据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尤溪县与杨浦区建立
对口合作关系，期待推动两地合作
续前缘、谱新篇。共搭合作机制，加
快建立交流互访、信息沟通等制度，
常态推动对口合作落到实处。共享
文化资源，合作推进一批革命遗址
项目建设、打造红色培训教育研学
基地，共同传承红色基因。共促乡
村振兴，协同引导企业在尤溪共建
基地，着力开发资源。共建产业平
台，通过杨浦区牵线搭桥，推动生产
企业、研发基地在尤溪县设点、立
厂。共推社会事业，开展教育医疗
合作，共同推动教改、医改。共筑绿
色生态，共同抓住绿色赋能机遇，综
合提升尤溪矿产资源开发、矿山生
态修复、水环境治理等水平。
会上，施方介绍了杨浦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林永田介绍了尤溪县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宋玥

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
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本报讯 近日，区人大常委会党
组召开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专题学
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区
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主任程绣明主
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王莉静，
党组成员、
副主任顾毓静、
董
海明，
副主任吴晓童出席会议。
程绣明强调，要在学习中悟思
想，
原原本本学、
前后贯通学、
联系实
际学。要在学习中强自信，
增强做好
新时代人大工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发挥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功效，
高质
量做好人大工作，
把人民当家作主全
面体现和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
会生活之中。要在学习中破难题，
要
把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同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深入开展“四全行动”
、有力有序
有效推进人大工作结合起来，
切实把
学习成效转化为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
时代的生动实践。
■成佳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