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

第 十 一 届 委 员 会 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召

开第十二次全体会议。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

市委委员 80 人， 市委

候补委员 2人。 市纪委委员、 有关

方面负责同志和部分党的十九大上

海代表、 市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代

表列席了全会。

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 全

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上海市委关

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的决定》， 听取和审议

了李强同志受市委常委会委托作

的工作报告。 李强同志作了讲

话。

全会指出，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是在我们党成立一百年之际， 在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交汇的重

大历史关头， 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

历史意义的会议。 全会通过的 《中

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是一篇闪耀

着真理光芒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

文献， 对于推动全党增长智慧、

增进团结、 增加信心、 增强斗志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 以恢宏的历史视

野纵览百年历程， 以强烈的历史

担当领航新的征程， 为我们走好

新的赶考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

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作为全市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

精心组织学习培训， 广泛

开展宣传阐释， 积极开展

对外宣介， 迅速兴起学习

宣传贯彻热潮。 要全面准

确领会和把握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 深入领会党的百年奋

斗的初心使命和重大成就， 深入领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

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深入领会党的

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 深

入领会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的重要要

求。 （下转 A3）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世博中心举行 陈正宝 摄

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

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昨

天在世博中心举行。 全会审议通过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决定》，

审议通过 《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上

海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 市委

书记李强代表市委常委会作工作报

告， 就 《决定 （讨论稿）》 《决议

（草案）》 作说明并讲话。 市委副书

记、 市长龚正， 市委副书记于绍良

出席会议。

全会认为， 十一届市委十次全

会以来， 市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 胸怀“两个大局”， 心系“国

之大者”， 坚持“四个放在”， 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全力推

动中央决策部署在上海落地生根，

重点抓了精心组织庆祝建党百年系

列活动、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系统部署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 全

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 毫不放松

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等五件大事，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 着力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 扎实推进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建设， 深入践行全过程

人民民主， 切实加强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 持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 全

面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切实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大力支持国

防动员转型建设和军队深化改革，

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 全

力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各

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十四

五” 发展实现良好开局。

全会指出，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是在我们党成立一百年之际， 在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交汇的重

大历史关头， 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

历史意义的会议。 全会通过的 《中

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是一篇闪耀

着真理光芒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

献， 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

心使命、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政治宣言， 是以史为鉴、 开

创未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行动指南， 对于推动全党增长智

慧、 增进团结、 增加信心、 增强斗

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 高屋建

瓴、 总揽全局、 思想深邃、 内涵丰

富， 以恢宏的历史视野纵览百年历

程， 以强烈的历史担当领航新的征

程， 为我们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提供了

根本遵循。

全会指出， 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全市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 要

深入领会党的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和

重大成就， 深入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

变革， 深入领会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

意义和历史经验， 深入领会以史为

鉴、 开创未来的重要要求， 更加奋发

有为地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要

勇担中央赋予的光荣使命， 更好为全

国改革发展大局服务； 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断开创人民

城市建设新局面； 深入推进高水平改

革开放，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 着力提升城市治理

现代化水平， 努力解决超大城市治理

世界性难题； 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

党， 奋力创造无愧于党的诞生地的党

建工作新业绩。 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按照党中央部署和市委要求， 迅速兴

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 更加自觉地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上来， 统一到在新征程上创造

新奇迹、 展现新气象的奋斗上来， 加

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际大都市，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二十大召开。

（下转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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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我

们党成立一百年之际， 在 “两个一百

年” 奋斗目标交汇的重大历史关头，

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 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全市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

■ 要坚定历史自信，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 要锤炼政治品格， 更加坚定地拥护 “两个确立”、 坚决做

到 “两个维护”

■ 要强化理论武装，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

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 要勇于自我革命， 不断把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推进

■ 要全力以赴抓好岁末年初工作

十一届市委十二次全会决议
（2021年 11月 30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举行

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决定》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