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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之声

今年上海两会如期召开， 备受社

会各界和全市人民瞩目。

2020 年，“十三五” 收官；2021 年

伊始，“十四五”开局在即。我国正面临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发展阶段， 上海正立足新起点推进格

局大调整、 功能大提升、 发展大跨越

的关键时期， 在这一背景下举行上海

两会， 可谓是站在了 “十四五” 开局

的历史节点上。

今年两会的一个重要议程， 就是

人代会将审议通过、 政协将协商讨论

上海 “十四五”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 。 上海各级人大代表共计

13000 ?人参与了 “十四五” 规划编

制问卷调查 ； 市人大常委会开设了

“人大代表建言 ‘十四五’ 规划” 网

上专栏， 广泛吸纳各级人大代表建言

献策； 各界别的政协委员倾心关注，

参与讨论； 市民们也从不同层面贡献

出智慧。 高质量发展打开了 “开门规

划” 的全新视野， 上海 “十四五” 规

划汇聚了全市各族各界人士奋进新征

程、 奋斗新远景、 再创新奇迹的磅礴

力量。

良策系民心， 灼见谋发展。 人大

代表的议案、 政协委员的提案对标上

海 “十四五” 规划和 2035 远景目标

纲要， 聚焦 “五型经济”、 城市数字

化转型、 城市安全保障、 城市精细化

管理等关涉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

生活话题， 彰显出 “上海温度”。 按

我国确立的 “五位一体” 发展格局这

一现代化图谱， 人大代表的议案和政

协委员的提案均涉及经济建设、 社会建

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

设， 尤其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议案

和提案占比约八成。 如作为社会建设的

一个分支， 两会提出 “要打造高品质、

高效能公共文化服务上海样本 ” 的目

标 ， 并明确了工作部署 ， 即 ： 硬件设

施： 优化布局， 打造高品质公共文化空

间； 内容供给： 聚焦建党百年， 绘制公

共文化 “需求地图”； 创新方式： 加快

数字化转型， 提升精准服务能力。

今年两会，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

表示： 将谋划 “十四五” 发展作为自己

履职的重点。 人们殷切希冀他们围绕当

前和未来上海改革发展的关键环节、 重

点领域、 主攻方向有新的思路， 作出新

的贡献！ 沈栖

站在“十四五”开局的历史节点上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昨天在上海世博中心隆重举行 张弛 摄

●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 实现高效能治理为目

标导向

● 以推进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和三项新的重大任务为战略牵引

● 以强化 “四大功能”、 深化 “五个中心” 建设、 推动城市数字

化转型、 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为主攻方向

●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扩大高水平开放为根本动力

● 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 加快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 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 确保 “十四五” 开好局

●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本报讯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昨天在上海世

博中心隆重举行。

大会执行主席是李强、 于绍

良、 蒋卓庆、 徐泽洲、 沙海林、 蔡

威、 高小玫、 肖贵玉、 莫负春、 田

春华、 李新华、 张汪耀、 顾云豪、

徐国安、 韩顺芳。

上午 9时整， 蒋卓庆宣布上海

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开幕， 全场起立， 高唱国歌。

龚正市长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

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他说， 过

去一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我们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

重要讲话和在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

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中共

上海市委的决策部署， 自觉践行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

民” 重要理念，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实现了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完

成了“十三五” 规划确定的主要目

标任务。 同时， 我们也清醒地看到

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挑战。 经济发

展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

加， 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

不容忽视， 超大城市治理体系还不

完善， 民生保障还存在短板， 政府

职能转变还不够到位。 我们要直面

问题， 尽心竭力做好政府工作， 决

不辜负全市人民重托。

龚正说， 提请本次大会审查的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纲要 （草案）》， 展望了 2035 年

远景目标， 明确了 2025 年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 将更好地引领中长期

发展。

龚正说， 今年是我国现代化建

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

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按照十一届市

委十次全会部署， 以推动高质量发

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 实现高效能

治理为目标导向， 以推进浦东高水

平改革开放和三项新的重大任务为

战略牵引， 以强化“四大功能”、

深化“五个中心” 建设、 推动城市

数字化转型、 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

竞争力为主攻方向， 以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扩大高水平开放为根

本动力， 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成果， 加快打造国内大循

环的中心节点、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

战略链接， 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和社会大局稳定， 确保“十四五”

开好局，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周年。

“完成目标任务， 关键要把政

府自身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龚

正说， 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 要旗

帜鲜明讲政治， 扎实有力行法治，

加快步伐转职能， 坚持不懈强基

层， 持之以恒正作风。 每位政府工

作人员都要以百姓心为心， 倾情倾

力办好惠民实事， 勤勉扎实解决群

众难题， 以自己的服务指数换取群

众的幸福指数。

出席开幕式并在主席台就座的市

领导有董云虎、 郑钢淼、 陈寅、 吴

清、 翁祖亮、 周慧琳、 诸葛宇杰、 胡

文容、 凌希、 朱芝松、 舒庆、 彭沉

雷、 陈群、 汤志平、 陈通、 方惠萍、

周汉民、 王志雄、 张恩迪、 李逸平、

徐逸波、 金兴明、 黄震。

殷一璀、 刘晓云、 张本才， 刘

杰、 杨永飞、 刘军、 马德荣， 老同志

叶公琦、 陈铁迪、 龚学平、 蒋以任、

冯国勤等也在主席台就座。

全体市政协委员、 部分老同志、

驻沪部队负责人也应邀参加会议。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昨开幕

展望远景明确目标 确保“十四五”开好局
李强等任执行主席 蒋卓庆宣布开幕 龚正作政府工作报告

李强参加浦东代表团审议：

在新征程上始终走

在改革发展最前列

龚正参加徐汇代表团审议：

城市数字化转型是

事关全局、事关长远

的重大战略 ■ 详见A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