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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 市长龚正昨

天下午来到徐汇区代表团， 与代表们共

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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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正

说，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上海和在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在市委的坚强领

导下， 以时不我待、 只争朝夕的精神状

态，以克难攻坚、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抓

好“十四五”开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

高品质生活、 实现高效能治理。

会上， 鲍炳章、 田禾、 张本才、 周

俭、 储晓明、 王醇晨、 黄红、 冯志刚、

谢应波、 阎祖强、 曲景平、 胡晓丽、 杨

国平、 李爽、 钟晓咏等结合自身工作及

基层调研情况， 围绕做强“五型经济”、

提升中心城区品质、 保障改善民生等方

面提出意见建议。

龚正在发言时说， 要在服务构建新

发展格局中稳定经济增长， 抓好“扩大

内需” 这个战略基点、 “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 这个关键点、 “拓展发展空间”

这个发力点， 在毫不松懈抓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的前提下， 把稳增长摆在重要位

置。 要不断增强中心城区核心功能， 聚

力科技创新突破、 科技成果转化、 高端

特色产业发展， 加快形成高能级、 强辐

射的功能高地。

“城市数字化转型是事关全局、事关

长远的重大战略。 ”龚正说，要着力夯实

数字化转型基础，发展数字经济，推进高

效能的数字治理。 要在人民城市建设中

更好地利民惠民， 进一步做实“民心工

程”，优化民生服务，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均衡化、优质化水平。

□法治报记者 翟梦丽 陈颖婷

在昨天下午的长宁代表团分组审议政府

工作报告现场， 代表们争先恐后抢时间发

言。 “五大新城” 建设、 疫情防控等都是代

表们热议的话题。

市人大代表、 上海市同仁医院副院长、

民进长宁区委副主委杨军首先从自身专业出

发， 感叹过去一年上海防疫的艰辛与成果。

他指出， 这次疫情也反映了上海医疗管理水

平。 例如， 最近在肿瘤医院的病例就是一月

一次筛查中发现的。 目前， 上海已经做到了

重点岗位 2周 1次筛查。 他认为， 有必要开

展对一线岗位人员的心理疏导关怀。

杨军关注人才问题， 为五大新城的发展

想点子。 当前上海老龄人口多， 养老压力

大。 他提出， 上海可以考虑放开人口规模控

制， 引进外地年轻人。 2020 年， 上海就出

台新政， 6 所高校的应届本科生可以直接落

户， 但他认为这还不够。 “5 个新城的发展

需要大量年轻人。” 杨军说。 他建议在新城

建设规划中就考虑多建设人才公寓， 以满足

外地年轻人的现实住房需求， 同时适当延长

人才公寓可居住的时间， 让他们住得安心。

同样来自卫生领域的市人大代表、 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宋耀君的发言以一

串感叹开头： “过去的一年， 我们从来没有

加过这么多班， 经历过这么多跨部门的合

作， 吃过这么多盒饭！”

对过去一年的疫情防控他的体会颇多，

“政府尊重科学， 尊重专家， 以专业科学角

度指定防疫措施。” “有担当” 是经此一役

后他对上海政府与专家的最深印象。

宋耀君注意到了一线防控人员的临时性

补贴问题。 他说， 对于社区公安等部门的工

作人员， 满负荷工作却没有加班费。 因此，

他希望能够在补贴方面延长时间、 扩大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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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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在浦东开发开放 30周年庆祝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强化整体性战略设计、

集成性攻坚突破、 标志性项目引领、 自主性改革探路， 以更高站位贯彻中央决策部署， 以更高效能推进重大任务实施， 以更实抓

手牵引全局联动发展， 以更大勇气深化制度创新突破， 在新的征程上始终走在改革发展最前列， 成为创造新奇迹、 展现新气象的

生动典范。

本报讯 市委书记李强昨天下午来

到浦东新区代表团， 与代表们一起审议

政府工作报告，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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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强指出，要

深入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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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强化?体性战略

设计、 集成性攻坚突破、 标志性项目引

领、自主性改革探路，以更高站位贯彻中

央决策部署， 以更高效能推进重大任务

实施，以更实抓手牵引全局联动发展，以

更大勇气深化制度创新突破， 在新的征

程上始终走在改革发展最前列， 成为创

造新奇迹、展现新气象的生动典范。

会场气氛热烈活跃， 代表发言积极

踊跃， 围绕主题， 聚焦全市中心工作，

结合浦东发展实际， 就更高水平改革开

放、 经济高质量发展、 城市数字化转

型、 营商环境优化、 民心工程建设、 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等作了发言， 提出务

实、 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李强认真

倾听记录， 与大家深入交流讨论。

李强指出， 政府工作报告、 上海

“十四五” 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草案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指

示要求， 体现市委对全市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工作的决策部署， 总结成绩实事

求是， 分析形势客观准确， 部署措施切

实有力， 完全赞同。 过去一年极不平

凡， 我们迎来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 浦东同志攻坚

克难、 逆势而上， 疫情防控精准有力，

经济发展动力强劲， 改革开放积极有

为， 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要加

快把新蓝图变成施工图， “干” 字当

头， 谋定快动， 雷厉风行， 在抓推进、

抓落实上下更大功夫。

李强指出， 踏上新征程， 浦东要更

好服务全国、 带动全市， 必须在服从服

务大局中?体设计、 系统谋划下一步发

展。 要对标中央战略意图， 立足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大局， 紧扣

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定位要求， 更加精

准有效贯彻落实中央部署要求。 要着眼

全市发展大局， 充分发挥浦东的引领带

动作用， 在推动发展格局优化中下好

“先手棋”。 要强化全域?体发展， 把浦

东各个功能区块联动起来， 把承担的国

家重大任务联动起来， 把各方面重大政

策联动起来，进一步形成区域?体效应，

放大?体优势。全市各方面要更加主动、

更加有力地打好浦东这张“王牌”，加快

形成?体推进合力， 加快形成施工时序

安排， 把战略转化为举措、 把举措分解

成项目、 把项目落实为行动。

李强指出，要坚持系统观念，强化前

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

体性推进，抓好功能集成、创新集成、治

理集成，确保重大任务加快突破、落地见

效。聚焦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增创国

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要求， 加快打造

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

环的战略链接。强化金融、航运、贸易、科

创等功能联动，强化陆家嘴金融区、张江

科学城和临港新片区等重点区块战略联

动，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聚焦全力做

强创新引擎、 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力的

要求，疏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

双向链接的快车道， 加快把创新策源浓

度转化成创新发展优势， 为科技自立自

强提供更有力支撑。 聚焦开创人民城市

建设新局面的要求， 全面推动城市治理

手段、治理模式、治理理念创新，打造高

效能治理的样板示范。

李强指出， 要以标志性项目为牵

引， 跑出加速度、 增加显示度， 带动浦

东乃至上海实现发展新跃升。 在高起点

上坚持高标准谋划， 加快集聚重点产

业、 布局重大项目， 尽快形成先发优

势， 实现更大功能突破。 以建设国际金

融资产交易平台为契机， 推动我国资本

市场创新发展。 加快建设南汇新城， 打

造好浦东乃至上海未来发展又一重要战

略空间。 要进一步深化研究， 紧盯重点

功能区块、 重大交通枢纽、 高端引领产

业等， 在不同时期不断推出新的标志性

项目， 持续打造新亮点、 形成新热点。

李强指出， 推动浦东高水平改革开

放， 必须拿出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

决心和勇气，聚焦重大政策落地、重大项

目推进、重大改革试点，加大创新探索力

度， 率先闯出一条新路。 进一步解放思

想、 打破常规， 冲破不合时宜的观念束

缚， 突破传统路径依赖， 敢于走别人没

走过的路， 创世界和未来之新， 实现换

道超车、 先人一步。 强化问题导向、 始

终对标一流， 加快锻长板、 补短板， 率

先创造新奇迹， 不断展现新气象。

要着力夯实数字化转型基础， 发展数字经济， 推进高效能的数字治理。 要在人民城市建设中更好地利民惠民， 进一步做实

“民心工程”， 优化民生服务， 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均衡化、 优质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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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科学 尊重专家 关注“人才”
———市人大代表点赞上海防疫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夏天

昨天下午， 记者来到社会科学

界委员分组讨论会场时， 市政协委

员陈贵正在发言。 桌上， 写着他名

字的名牌竖了起来。 记者发现， 在

各个分组会场， 竖起的名牌均不在

少数。 从经济到法治， 再到民生问

题， 委员们围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各抒己见， 讨论热议。

“作为法律从业者， 我看到报

告里‘让法治成为城市核心竞争力

的重要标志’ 的表述倍感振奋。”

陈贵说。 谈及法治上海建设， 陈贵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应科学规

划， 做好顶层设计， 全面推进法治

上海建设。 同时加强法律法规制度

供给， 争取地方立法取得新突破。”

同样关注“法治建设” 这一关

键词的， 还有张金全委员。 “能不

能在长三角率先探索成立海商事国

际研究中心和海商事国际争议解决

中心？” 张金全说。

市委党校海华教学楼 403 室，

是农工党、 医药卫生界政协委员们

分组讨论会场。 胡伟国委员是上海

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也

是去年上海援鄂医疗队成员之一。

胡伟国说：“结合城市数字化转型，

我们还要提高科学防疫、 智能防疫

能力。”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

科主任医师陈澍委员结合市政府工

作报告中“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实施生物医药等‘三大方案’”提出：

“希望到‘十四五’末，上海能拥有更

强大的生物医药研发能力， 例如在

疫苗研发方面， 能拿出在全球范围

内更优秀的疫苗。 ”

“看到报告里‘法治’表述倍感振奋！”
———市政协委员围绕政府工作报告讨论热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