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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著名的
社会活动家，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杰出领导
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
工商业联合会第六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第
七届、八届执行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孙孚凌同志，
因病于2018年5月18日13时56分在北京逝世，
享年97岁。

孙孚凌同志，原名孙福龄，浙江绍兴人，
1921年9月出生于黑龙江省黑河市。少时在天津
南开中学和北京育英中学学习。1938 年至1940
年，先后在燕京大学物理系、西南联合大学数学
系学习。1940年至1941年，任滇缅公路局昆明
西站职员。1941年至1945年，先后在成都光华
大学政治经济系、成都华西大学经济系学习。
1945年至1948年，历任重庆天府煤矿营运处办
事员，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冀热平津分署专员，
南京淮南煤矿矿路公司下关营运处课员。1948年
至 1954 年，任北京福兴面粉厂经理、厂长，北
京市工商联秘书长。1955年至1958年，任北京
市公私合营面粉总厂厂长，北京市工商联副主
委。1958年至1983年，历任北京市服务事业管
理局局长，北京市工商联主委，中国民主建国会
北京市委会副主委，北京市对外贸易局副局长，
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983年至1988年，任北京
市副市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委兼北京市主委，中
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会副主委。1988 年至
1998年，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常务
副主席、名誉副主席，北京市工商联主委 （会
长）。1998年至2002年，任全国工商联名誉副主
席。曾兼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名誉会长、
顾问。

孙孚凌同志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
届、三届、四届、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
届、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八届、九届全
国委员会副主席。

孙孚凌同志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
代表。他从小深受伯父——著名爱国人士、实业
家孙越崎的影响，立志通过“实业救国”改变中
国的命运。1948年12月，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
充分信心，他北上出任当时北平最大的民族工业
企业之一福兴面粉厂经理。他积极响应中共北京
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在缴纳税款、稳定物价、
发展生产、认购公债等方面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并在企业率先建立健全了党、团、工会等基层组
织。抗美援朝期间，他带头为志愿军捐款，并两
次作为首都工商界代表前往朝鲜前线慰问。回到
北京后，他又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向广大工商业者
进行爱国主义宣传。他积极贯彻“听毛主席的
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工商界人

士行动纲领，带头申请对家族企业进行公私合
营。在他的积极带动下，北京市11家私营面粉厂
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北京市
公私合营面粉总厂，由他担任首任厂长，为北京
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到了表率和
促进作用。改革开放后，北京市成立工商联投资
服务公司，他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在他的带领
下，公司先后安置了数千名待业青年，为发展北
京经济作出了突出贡献。在 1985 年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为四化服务表彰大会上，公司被评为

“为四化服务先进集体”。
孙孚凌同志是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杰

出领导人。1949 年，他参与筹建北京市工商联
并担任了首任秘书长，从此与工商联组织结下
了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他多年担任北京市
工商联领导职务，在他领导下，北京市工商联
在关心弱势群体、办学助学、扶贫济困和智力
支边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52 年，他参与筹
建全国工商联，后历任全国工商联第一届至第
四届执委会常委、副秘书长，第五届执委会副
主委，第六届执委会常务副主席，第七届、八
届执委会名誉副主席。多年来，他一直关心、
关注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
人士的健康成长，密切联系民营企业家，宣传
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
建议。他说：“毛泽东主席曾讲，凡是为人民做
了好事，不半途而废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这段话对老工商业者适用，对新一代非公有制
经济代表人士同样适用。”1991年，他率团赴新
加坡出席首届世界华商大会，为扩大我国工商
界人士在海外的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1997
年，他在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作大会发言，
提出“要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依法加强管
理，帮助非公有制经济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和
条件”，“私营企业内部党和工会组织的建立、
建设应引起高度重视”等建议，受到中共中
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各方好评，相关建议
在几年后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得到体
现。2003 年，他从全国政协领导岗位上退下
来，仍一如既往地关心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积
极建言献策，充分体现了老一辈工商界人士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终
身的高尚品德，深受广大工商界人士的尊敬和
爱戴。

孙孚凌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早在
南开中学读书时，他深受进步学生的影响，积极
参加抗日爱国学生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
期，他通过与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交往，了
解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经济政策，逐步奠定了

“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基础。

1949 年，他参加共青团外围组织“职业青年联
盟”，并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帮助中国共产
党开展北京工商界的工作。1958年后，他参加北
京市政府工作，先后被任命为北京市服务事业管
理局局长、北京市对外贸易局副局长。1983年，
他担任北京市副市长，负责商贸工作，认真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和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各项方
针政策，坚持干实事，不搞“涂脂抹粉工程”，
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
难，受到广大群众和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高
度评价。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他
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风雨同舟、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
也从未动摇过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社会
主义道路的信念。他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
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几代中共中央领
导同志结下了深厚友谊，成为中国共产党信赖的
益友和诤友。

孙孚凌同志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新中国成
立不久，他担任北京市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副秘
书长和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等职务，积
极参与对外交往活动，宣传新中国的对外政策。
从 1949 年旁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
体会议，1954年起先后担任第二届至第九届全国
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他亲历并见证了
人民政协从成立到发展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为坚
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关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认真履行政协委员职责，
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
席期间，他多次率领全国政协考察团，就南水北
调工程、农业农村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希望工
程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等课题赴河北、内蒙
古、黑龙江、江苏、浙江、云南、贵州、陕西等
地专题调研，深入了解情况，所提出的许多意见
建议被中共中央、国务院采纳。他关心祖国统一
大业，经常通过会见台湾各界人士，介绍祖国大
陆经济发展情况和“一国两制”政策。他多次表
示，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两岸同胞的强烈愿望
和共同心声，希望海内外全体中国人为此共同努
力，为促进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的早日实现贡献力量。

孙孚凌同志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奋斗的
一生。他为人正直，坚持原则；实事求是，顾全
大局；严肃认真，兢兢业业，积极为社会主义建
设建言献策。他对国家和人民无限忠诚，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他崇高的品格和无
私奉献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孙 孚 凌 同 志 生 平

左图 2013 年 2 月 6 日，中共
中央领导人在北京中南海同党外人
士共迎新春。习近平同志与孙孚凌
同志在一起。 新华社发

上图 2002 年 2 月 8 日，中共
中央在北京中南海举行党外人士迎
春座谈会。江泽民同志与孙孚凌同
志（左二）在一起。 新华社发

2003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
胡锦涛同志和孙孚凌同志亲切握手。

新华社发

1999年
9 月 24 日，
孙孚凌同志
参观新中国
50 周 年 农
业和农村经
济 成 就 展
暨’99 中国
国际农业博
览会。

新华社发

1994年
6 月 ，孙 孚
凌同志在北
京民族文化
宫的一次展
览会上了解
新技术产品
情况。

新华社发

1987年
8 月 13 日，
孙孚凌同志
（前右）带领
物价、计量
检查组检查
北京市饮食
服务行业。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郭静原报道：5
月 23 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
副主任顾海良、清华大学校长邱
勇在清华大学分别以“坚持正确
办学方向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习研究宣传”和“立德树人，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题，为
1000 余名首都高校干部教师代表
做了精彩授课。这也正式拉开了

“首都百万师生同上一堂课活动”
的序幕。

据了解，“首都百万师生同上
一堂课活动”由教育部党组、中

共北京市委联合组织开展。讲师
团由部分高校领导及知名专家学
者等 60 多人组成。在清华大学首
场授课结束后，讲师团将分赴首
都百余所高校巡回授课，同时还
将通过电视授课、网络直播等形
式不断扩大覆盖面和受益面，通
过“实体课堂”“空中课堂”“网
络课堂”的有机结合，推动形成

“走进百所高校”“举行百场授
课”“百万师生共同学习”的生动
局面，持续掀起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热潮。

“首都百万师生同上一堂课活动”启动
（上接第一版）
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阮青告诉记

者，下一步上海将进一步扩大开放，利
用市场优势，把全球知名企业吸引过
来，同步提升本土企业的服务能级；着
力扩大服务半径，增强辐射强度，推动
金融、广告、法律等生产性服务业和教
育、医疗、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走出上
海、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在提升品质中增强动力

从上海陆家嘴高楼云集的金融
机构，到街头巷尾的一杯“互联网+”
咖啡，“上海服务”渗透到市民生活、
企业发展的方方面面。

服务功能是上海的核心功能，也
是经济中心城市的使命所在。虽然
上海的服务经济占比已经稳定在经
济总量的70%左右，成为经济发展的

第一支柱，但上海希望到2020年配
置全球资源能力明显提升，“上海服
务”成为国内外驰名的金字招牌和城
市名片。按阮青的说法，要精心挑选
出重点领域和行业最亮丽的“珍珠”，
串起凸显上海优势的“珍珠项链”。

比如，长期以来，国际黄金市场
定价权和话语权掌握在以伦敦和纽
约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市场手中，要真
正推动中国黄金市场的国际化，必须
打造自有品牌，增强人民币在黄金定
价中的话语权。2016年4月份，上海
黄金交易所成功启动“上海金”人民
币集中定价交易业务，进一步完善了
中国黄金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目
前，“上海金”业务运行情况良好，对
国内外黄金市场的影响力正在逐步
显现。

此外，上海还在拓展国际能源交

易中心的原油期货交易价格发现功
能，支持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展“新蓝
筹”行动，推进“沪伦通”，推动设立民
营张江银行等。通过聚焦增强经济
中心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加强国际经
济、金融、贸易、航运、科创中心建设
与自贸试验区建设等国家战略融合
联动，深化服务业改革开放和创新，
着力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全力辐
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如今，上海在“一带一路”、长江
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对外开
放和区域发展格局中处于突出重要
位置。此时，上海提出打响“上海服
务”品牌，意图就在于要提升上海服
务能级，有利于上海加强产业链、价
值链、创新链高端环节的整合和控制
能力，实现区域协同和一体化发展，
不断提高上海落实和服务国家发展

战略的能力与水平。
不久前，上海市发布了《全力打响

“上海服务”品牌加快构筑新时代上海
发展战略优势三年行动计划（2018—
2020年）》，并推出了包括建设世界著
名旅游城市在内的13个专项行动，今
后上海将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
动服务环节不断向价值链高端汇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打造“上
海服务”品牌，不是政府大包大揽、自
拉自唱的“独角戏”，而是在奏响全社
会共同参与的“交响乐”。“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志愿者将是‘青春
上海’志愿服务专项行动的重点。”上
海团市委副书记丁波告诉记者，4月
底首批30个长期志愿者岗位招募信
息发布后，已经收到逾千人报名，可
以说，让“上海服务”誉满全球，已经
成为全体上海市民的共同行动。

本报北京5月24日讯 记者姜
天骄报道：今年以来，“扫黄打非”部
门加大网上工作力度，深入开展“净
网 2018”行动。各地“扫黄打非”部
门全面开展监测和清查，从快从严查
办了一大批网络行政或刑事案件。
据统计，1至4月份，各地共处置淫秽
色情等有害信息 175 万余条，取缔、

关闭淫秽色情网站2.2万余个，查办
淫秽色情信息案件390余起。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负责同
志介绍，严厉打击传播淫秽色情低俗
信息行为，重点是查办一批有影响力
的大案要案。截至目前，各地在办的
网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组织淫秽
表演案等重点刑事案件 50 余起，所

有案件都落地查人，有的抓捕涉案人
员超过200余名。同时，“扫黄打非”
部门及时查处一些网络不雅视频传
播等突发事件，对传播淫秽色情信息
造成不良影响的，坚决依法惩处。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负责
同志强调，尽管当前淫秽色情信息
传播势头总体上得到了有力遏制，

但在社交群组、网络直播、应用商
店、云盘及微视频网站等领域仍易
发频发，危害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
年的身心健康，必须坚决制止、严
厉打击。深化开展网上“扫黄打
非”，目标就是以查办案件为首要任
务，集中力量专项整治问题多发领
域。对发现的淫秽色情信息，不仅
要及时清理，还要毫不手软、动真
碰硬地查处触碰“红线”、越过“底
线”的企业或个人，形成震慑，持
续推动网络空间清朗。

“净网2018”行动查办一批大案要案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记

者朱基钗）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4日发布数据显示，2018年4月全
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3922起，处理5759人，其中包括74
名地厅级干部、565名县处级干部。

从查处问题类型看，违规发放
津补贴或福利 961 起、违规收送礼
品礼金 707 起、违规配备使用公务
用车637起、大办婚丧喜庆448起、
违规公款吃喝 438 起、公款国内旅
游 170 起、楼堂馆所违规问题 201

起、公款出国境旅游5起、其他问题
355起。

2018 年以来，截至 4 月 30 日，
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
题14012起，处理19900人，给予党
纪政纪处分14246人。

为掌握全国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情况，中央纪委在各省区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中央和
国家机关、各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
企业等建立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情况月报制度。

4月5700多人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