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学新(左)在复旦校史馆了解学校创办历史与建设发展情况

本报讯 11月13日，复旦大学附属

肿瘤医院迎来建院90周年。复旦大学

党委书记焦扬，复旦大学校长、上海医

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出席

2021肿瘤精准治疗国际论坛暨建院90

周年学术论坛。

焦扬，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樊嘉，山东省肿瘤医院

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于金明分别致

辞。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兼附属

质子重离子医院院长郭小毛致欢迎辞。

焦扬表示，肿瘤医院走过的90年，

是初心不改、勇担使命的90年，是大医

精诚、为民服务的 90 年，是追求卓越、

勇攀高峰的 90 年。经过 90 年接续攀

登，“复旦肿瘤”已经成为中国肿瘤医学

的一面旗帜。 详见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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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扬金力出席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021
精准治疗国际论坛暨建院90周年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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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复旦大学委员会主管、主办

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鼓舞复旦奋进新征程
据新华社报道 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

体会议，于 2021 年 11 月 8 日至

11日在北京举行。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

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

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

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的决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召开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的决议》。习近平就《中共

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

就 和 历 史 经 验 的 决 议（讨 论

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提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

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

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党

领导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

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成就。

全会强调，以习近平同志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

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

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同

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

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

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

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

坚 持 和 发 展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

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

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

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

要创立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

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

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党确立

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

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

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

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

有决定性意义。

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

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

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勿忘昨

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

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

干、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我们坚信，在过去一百年赢得

了伟大胜利和荣光的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必将在新时代

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和荣光。

又讯 连日来，复旦大学广

大师生通过多种载体、采取多

种形式，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校党委书记焦扬、校长金

力、校党委常务副书记裘新等学

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和师生们

在第一时间表达热烈反响、畅谈

学习体会，坚定奋进信心、阔步

伟大征程。 详见2版

▲▲▲

本报讯 为对接国家、长三

角、上海市在能源和双碳领域重

大战略，立足“国之大者”，建设

“第一个复旦”，在上海市发改委

指导下，复旦大学正式成立上海

能源与碳中和战略研究院。

上海能源与碳中和战略研

究院成立仪式暨“双碳目标下的

能源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论坛在

复旦大学举行。上海市副市长

汤志平、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

共同为上海能源与碳中和战略

研究院揭牌。

焦扬表示，建设上海能源与

碳中和战略研究院是上海市交

给复旦大学的重大任务，也是复

旦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对接服务国家“双

碳”战略、服务支撑上海创新发

展的重大举措。研究院将在有

关国家部委和市发改委的指导

支持下，紧密对接国家、长三角

和上海在能源、双碳领域的战略

需求，推动能源与碳中和的理论

创新、咨政启民和合作实践，为

实现“双碳”目标贡献智慧力量。

焦扬强调，复旦大学将统筹

各方面的资源力量，全力以赴支

持中心的建设发展。坚持融合创

新，打造一流智力引擎；坚持引育

并举，构筑一流人才高地；坚持面

向全球，建设一流合作平台。

汤志平表示，希望上海能源

与碳中和战略研究院积极对接

国家和上海市重大需求，瞄准能

源与低碳转型的重大挑战，在双

碳目标下转型路径的选择、政策

机制的优化、转型风险的防控、

市场体系的建设、区域和行业间

的协同等方面尽快取得突破性

成果，助力政府更加有效地化解

转型与改革矛盾，更好服务国家

的绿色低碳发展。

新成立的上海能源与碳中

和战略研究院将重点聚焦于能

源市场化改革、全国性碳市场建

设、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建设、绿

色低碳技术创新促进等重大挑

战和战略任务，积极开展多学科

融合创新研究和广泛国际合作，

突破理论难点、聚焦政策痛点，

强化服务支撑、强化学科创新，

未来三年将重点开展电力市场

化改革、碳市场建设与绿色金融

发展、碳中和愿景下能源电力系

统转型与脱碳路径优化、产业/区

域转型发展与脱碳路径优化、碳

中和愿景下转型效益综合评估、

碳中和愿景下转型风险管理等

五个方向的研究。

论坛上，上海能源与碳中和

战略研究院联合多家金融机构

发布重磅研究成果《“双碳”目标

下的上海绿色金融发展报告》。

该报告是继 2016 年复旦大学发

布《上海绿色金融发展报告》以

来的2.0版本。

文 / 李斯嘉摄 / 戚心茹

上海能源与碳中和战略研究院在复旦大学揭牌
实 现实 现 20302030 年 前 碳 达年 前 碳 达

峰峰、、20602060年前碳中和年前碳中和，，是以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统筹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央统筹两个大局作出的重

大战略决策大战略决策，，是着力解决是着力解决

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必然选择必然选择，，也是构建人类也是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

近年来近年来，，复旦大学主动承复旦大学主动承

担担““国家队国家队””使命责任使命责任，，充充

分发挥学科优势分发挥学科优势、、人才优人才优

势势，，积极助力积极助力““双碳双碳””目标目标

实现实现。。

本报讯 为了让选民充分了解
正式代表候选人的情况，近日，复
旦大学举行了杨浦001选区至004
选区四场正式代表候选人与选民
见面会，各选区正式代表候选人分
别作自我介绍和履职表态，并同与
会的选民代表开展互动交流。

11月9日中午，杨浦区第002
选区选民见面会在校工会小礼堂
举行，该选区正式代表候选人吴肖
乐、董雅华、韩昭庆以及选民代表
近60人参与会议。

11月10日中午，杨浦第001
选区选民见面会在逸夫科技楼二
楼多功能厅举行，该选区正式代表
候选人尹冬梅、庄晓漪、吴坚、吴力
波及选民代表60余人参与会议。

11月11日上午，杨浦第003
选区选民见面会在江湾校区交叉
一号楼举行，该选区正式代表候选
人石磊、卢大儒、刘智攀及选民代
表60余人参与会议。

11月11日中午，杨浦第004
选区正式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
会在光华楼东辅楼102报告厅举
行。为扩大见面会覆盖面，本场见
面会同时设置了5个分会场。该
选区正式代表候选人许亚云、还擎
宇、唐林焕及选民代表600余人参
与会议。

据悉，枫林校区所在的徐汇第
137选区和中山医院所在的徐汇第
138选区也组织了正式代表候选人
与选民见面会。 来源 /校选举办

杨浦区人大正式代表
候选人与选民面对面

▲ 上海市副市长汤志平、校党委书记焦扬为研究院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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