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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举行

专家学者共论中国经济 70 年与全面开放新格局
因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校党委举行主题教育第七、
八次集中学习研讨
10 月 22 日和 10 月 24 日，校党委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七、八次集中学习研
讨。校领导班子同一线党员师生代表一起围绕学习总书记关于群众路线的重要论述，关注宗旨性
质和担当作为；聚焦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重点学习党章、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
干准则》、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掌握党内法规的基本要求。先后围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
立群众观点，勇于改革创新，主动担当作为，以及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进行交流讨论。

本报讯 10 月 26 日，作为中
国经济学界的年度盛会，第五届
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我校
举行。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本届论坛聚焦“新中国
经济 70 年与全面开放新格局”
，
旨在回顾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
经济发展历程，并展望未来，立
足国之重责，聚焦经济发展。多
位知名经济学家受邀在论坛 中
对年度发展命题展开研讨，讨论
全面开放新格局下的经济发展
方略。
校党委书记焦扬、中国建设
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黄志凌在论
坛开幕式上致辞。全国政协 常
委、外事委员会主任、财政部原
部长楼继伟，全国政协常委、政
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
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
民，我校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
授、
Monash 大学荣休教授、澳大
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
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 咨 询 委
员黄有光，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
司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朱云来，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

达沃斯论坛全球青年领袖称号获
得者金刻羽作为特邀嘉宾发表主
题演讲。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
第
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主持论
坛。
在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召
开的第五个年头，为答谢社会各
界对论坛的大力支持，答谢历届
与会者分享精彩理论，积极将论
坛相关思想观点落实成中国经济
发展新驱动，践行论坛的意义和
价值，本届论坛特在开幕式上举
办论坛五周年答谢仪式。
在当日下午的头脑风暴会议
上，多位金融证券机构首席经济
学家、投资人及企业领袖汇聚一
堂，围绕“大湾区与长三角一体
化”
“科创板与创新发展”等话题
带来了精彩讨论。
本届论坛由我校经济学院、
经济学院全球校友会主办，中国
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独家冠名，
新犁资本、绿庭投资、丰实金融、
金浦投资赞助，
第一财经研究院、
我校发展研究院、我校绿庭新兴
金融业态研究中心协办。
文 / 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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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德书院原创老校长大师剧
《谢希德》面向 2019 级新生上演

本报讯 10 月 20 日，希德书院原创老校长大师剧《谢希德》在
相辉堂面向 2019 级希德书院新生上演。校党委副书记尹冬梅，
学工
部、档案馆、
宣传部、老干部处等相关部处负责人、书院导师、热心校
友及近千名 2019 级希德新生到场观看。该剧从思国心切的海外学
子、专心学术的严谨教授、关心学生的复旦校长等角度描绘了谢希
德的感人故事。
2018 年，这部剧首次登上相辉堂舞台。经过一年打磨，
它再度将
谢希德老校长报效祖国的精神和为人师表的风范展现给全体新生，
激励新生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成为了新生入学教育的生动一课。
文 / 金大森

勇于改革创新，
主动担当作为
音 树立群众观点，
校党委书记焦扬主持第七次
集中学习研讨并讲话。校党委副
书记、校长许宁生等学校党政领
导班子成员参加研讨，部分机关
部处负责同志列席。多位一线党
员师生代表在会上发言。
焦扬在讲话中指出，要准确
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路线
的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党的群
众路线的核心与真谛就是保持党
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一切为了
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把党的正确
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群众路
线不是口号和表态，
而是一种思想
方法和工作方法，
更是一种政治立
场和价值理念。要深刻领会人民立
场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
深刻
领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要组成部分，
深刻领会群众路线
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焦扬强调，
师生员工是办好中

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依靠。
要坚持一切为了师生，
始终把师生
放在心上，切实解决师生最直接、
最关心、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学
校改革发展成果由师生共享。要坚
持一切依靠师生，
激发起每一位复
旦人的主人翁精神，
凝聚起建设一
流大学的强大力量。
焦扬强调，要坚持以师生为
中心，
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全校
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要争当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忠实
践行者、党的群众路线的坚定执
行者、
党的群众工作的行家里手。
要牢固树立群众意识，切实加强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教育，增强
党员干部向群众学习、向基层学
习、向实践学习的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
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把
调查研究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
推动调查研究常态化制度化；要
切实解决师生实际问题，经常性

倾听师生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建
议，
扎实做好每年服务师生的“十
件实事”
，
既
“键对键”
又面对面地
走群众路线，更好地为师生员工
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要注重
长效机制建设，校院两级领导班
子要经常性深入基层、
深入一线，
丰富联系群众的途径和形式，广
泛接触师生，从基层一线和师生
员工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校党委常委、
副校长张志勇，
校党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赵东元，
财务与国有资产管理处处 长余
青，科学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武利民作交流发言。
张志勇表示，要坚持不懈地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勇担重任，
促
进学校事业发展。要进一步加强
政治理论学习，
树牢群众观点；
进
一步掌握做群众工作的方法，改
进工作作风；进一步保持奋发有
为的精神状态，
勇于担当作为。

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音 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
焦扬主持第八次集中学习研
讨并讲话。许宁生等学校党政领
导班子成员参加学习。部分机关
部处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上播放
了警示教育片。
焦扬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刻
把握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
科学内涵。守纪律讲规矩，是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党的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我们党在
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
作惯例。强化制度治党、依规治
党、
依纪治党，
是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的根本之策。
焦扬强调，要准确把握严明
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重点
要求。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
做到“五个必须”
，
首先要尊崇
党章，
自觉学习党章、
遵守党章、
贯
彻党章、
维护党章，
牢固树立党章
意识，
时刻用党章、用共产党员标
准要求自己；
要严格规范党内政治
生活，按照《准则》要求，
坚持党的
领导，
增强
“四个意识”
，
坚定
“四个
自信”
，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
一以
贯之、
不折不扣地落实党内各项法
规制度；要切实增强纪律意识、
严
格执行纪律，
坚持纪严于法、纪法
协同，
强化日常管理和监督，
抓早

抓小、
防微杜渐，
充分发挥纪律建
设标本兼治的利器作用，
使铁的纪
律真正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
惯和自觉遵循。
焦扬指出，要提高党的政治
建设和纪律建设的针对性有效
性，以严明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为学校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政
治保证。要深入学习党章党规，
全面唤醒党员意识、党章意识，
在主题教育中要认真对照党章
党规找差距；要提高党内政治生
活质量，全面推进“三会一课”
、
组织生活、
谈心谈话、
民主评议党
员、主题党日等制度化、规范化、
常态化；要强化纪律教育和警示
教育，分层分类开展纪律宣讲活
动，
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作用，
同
时也要用好反面教材，发挥震慑
警示作用；要深入推进巡视巡察
联动，高质量推进新一批校内巡
察，
做好巡视巡察
“后半篇”
文章，
强化巡视成果运用；要严格监督
执纪问责，
加强对执行党章、
党内
政治生活准则和落实民主集中制
等情况的监督检查，整治党内政
治生活不规范、
不严肃、不经常等
问题。
校党委常委、
副校长金力，校

党委常委、
副校长张人禾，校党委
常委、
上海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副
院长徐军，
校纪委副书记、
监察处
处长胡华忠，人事处处长汪源源
作了交流发言。
金力表示，作为一名党员，
就
要把党员作为第一身份，
就要以更
高的标准要求自己。要经常性地
学习党章、准则和条例，守底线、
求高线，不断强化理想信念，不断
强化纪律观念，
警钟长鸣，预防为
先，
把遵守党纪化为自觉行动。
张人禾表示，
要加强学习，加
强党性修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
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信
念。要以身作则，
严守党的纪律和
规矩，在廉洁自律方面发挥党员
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要在工作
中大力贯彻和执行党的纪律和规
矩，
忠诚履职，
敢于担当。
徐军表示，遵守党的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是具体的、实践的，
核心是对党忠诚，要做到政治上
忠诚、思想上忠诚、组织上忠诚、
遵守纪律上忠诚。要把对党忠诚
体现在行动上，把认真负责地做
好本职工作作为试金石，立足岗
位竭尽全力完成好党交给的任
务。
文 / 归彦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