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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 “四大功能”， 服务新

发展格局， 是上海在新征程上必

须回答好的重大命题， 需要各方

面集思广益、 群策群力

? 功能引领发展、 功能意味

着赋能 、 功能主导竞争 ， 强化

“四大功能” 对上海未来发展具

有重大意义

? 努力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

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

链接， 是上海服务新发展格局的

目标定位， 也是上海强化核心功

能的关键所在

? “五型经济” 是上海超大

城市所特有的经济形态

龚正于绍良参加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专题会议

努力实现数字时代“弯道超车”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 市长龚正， 市

委副书记于绍良等市领导昨天上午分别参

加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专题会议， 围绕

市委、 市政府重点工作， 听取政协委员的

意见建议， 与大家一起讨论交流。

在“推动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 不断

提升‘五个中心’ 核心功能” 专题会议上，

马驰、 方奇钟、 陈永亮、丁祖昱、李军民、王

淳、钱世超、徐大振、任军、尧金仁、程金华、

胡光、徐玉芳、黄春华、朱明华等 15 位政协

委员结合各自调研情况，围绕做强“五个中

心”功能、 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建设开放新

高地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 龚正边听边记，

并对委员建议进行了集中回应。

龚正说， 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 已经

站上了新的起点、 处于新的历史方位， 要

进一步做强“五个中心” 核心承载区功能，

为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要深刻认识国际形势变化、

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 上海推进城市数字

化转型带来的重大机遇， 在应对外部风险

挑战中做强自己， 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担当作为， 努力实现数字时代“弯道超

车”， 着力构筑未来发展战略新优势。

龚正说， 要聚焦重点、 攻坚克难， 推

进更深层次的改革， 在改革系统集成、 协

同高效上率先试、 出经验。 要推进更高水

平的开放， 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与临港新

片区的“试验田” 作用， 充分发挥进博会

的平台作用。 要推进更大力度的创新， 下

好“先手棋”、 敢闯“无人区”， 全力做强

创新引擎， 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 要打造

更优的营商环境， 保护和激发各类市场主

体活力。 市领导翁祖亮、 张恩迪出席， 市

政协副主席方惠萍主持。

于绍良和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陈寅

参加“做强做优‘五型经济’，打造‘中心节

点’和‘战略链接’”专题会议，认真听取意见

建议，与大家坦诚交流。 童继生、周军、焦瑾

璞、丁欢欢、沈开艳、 黄罗维、 齐轩霆、 陈

东晓、 赵柏基、 赵丽佳、 陈丽、 徐兵、 杨

熔勇、 池学聪、 寿伟光、 杨勇萍等 16 位政

协委员， 围绕培育壮大头部企业、 优化产

业结构增强辐射能力、 强化全球金融资源

配置功能、 聚合协同线上线下各类流量、

更好建设国际数字之都等发言。于绍良感谢

政协委员积极建言献策。 他说，上海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发展的一系列

重要指示要求， 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

局，立足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全力打造国

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

战略链接。 做强做优“五型经济”，是提升城

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着力点，是育先

机、开新局的重要支撑点， 是打造“中心节

点” 和“战略链接” 的关键一招。 要谋定

快动、 比学赶超， 打破常规手势和思维定

势，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更好营造适合

“五型经济” 发展的良好生态， 释放发展活

力， 推动各类市场主体百花齐放、 竞相发

展。 市政协副主席金兴明主持会议。

李强参加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专题会议 陈正宝 摄

两会之声

作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尽责履职、 参

政议政的载体， 议案和提案充分彰显出代

表、 委员的责任担当。

回望 2020 年不平凡的岁月， 上海市人

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

双向发力， 紧扣经济建设、 城市治理、 社会

发展、 民生保障改善等领域提交议案和提

案， 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担当作为。 据日前

媒体关于市人大、 市政协一年履职综述， 一

批优秀议案和提案受到表彰。

今年两会召开于实施 “十四五” 规划开

局之年、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开启之年， 特殊年份当有特殊作为。 代表

委员们把准时代方位， 紧扣会议主题， 围绕

“聚焦新阶段、聚力新格局、凝聚正能量”这条

主线，认真尽责履职，凸显出广大代表、委员

为民尽责的真挚情怀和为国履职的高尚风

节。 今年两会期间，这些饱含着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心血和智慧的议案和提案内容多涉及

本市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等， 充分体现其尽责履职、

参政议政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此次市人代会的一个亮点是 “十四五”

规划草案提请代表审议和表决。 此前， 代表

们带着 “十四五” 规划草案下基层、 进社

区， 与民众面对面交谈， 收集到数千条建

议， 有的已形成议案提交大会。 如徐晓亮代

表 《关于推动上海制造业转型升级》 的议案

提出： 要紧紧抓住 “数字新基建” 的历史机

遇， 加强与 5G、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融合

发展， 延伸产业价值链； 许丽萍代表做了大

量前期立法调研， 组织了 25 次座谈、 访谈

活动， 撰写了 《关于 “一江一河” 滨水空间

管理》 的议案； 孙晔代表领衔多名代表就老

公房安装电梯及安装后的维护问题提出建

议， 认为： 政府应该出台多层住宅加装电梯

使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实施细则， 并设立单

独账目， 减低业主众筹自掏腰包支付比例。

市政协发挥专门协商机构的制度优势和

各界别的专业优势， 对上海改革发展的关键

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建言献策。今年，各

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两会建言高屋建瓴，把

握宏观，富有创新性和创制性。而政协委员的

提案则是扎扎实实经过长期调研和深入思考

形成的。 如王训委员调研了即将建设的上海

五大新城功能、职住、生态、交通等现状以及

未来发展的思考，从机制保障角度递交了《关

于“十四五”期间五个新城建设的建议》，论及

用 5 年时间基本建成功能齐全、服务完善、空

间格局完备的新城框架。 王俊委员认为：“上

海未来怎么打造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新基建

是产业升级的基础。”于是，他与洪亮等 15 名

委员联名递交了关于上海新基建的提案。 这

一提案从确定主题到最终形成，历时 180 ?，

七易其稿。先是建立微信群，成立联合调查小

组，继而网上查寻相关资料，线下实地调研、

听取专家意见，在撰写提案时，认真考证、热

烈讨论、反复切磋，最终成稿。 这一“高言值”

提案的形成足见委员们尽责履职的责任担

当。 沈栖

代表委员的责任担当

本报讯 市委书记李强昨日在参加市

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强化‘四大功能’，

服务新发展格局” 专题会议时指出， 进入

新发展阶段， 做强功能是上海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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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面强化“四大功能”， 不断提升城市能级

和核心竞争力， 努力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

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更

好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

市政协主席董云虎主持会议， 市领导

诸葛宇杰、 王志雄出席。

2 个小时的专题讨论中， 张道根、 汪

胜洋、 钟永喜、 马洁华、 杨燕青、 刘幸

偕、 张云峰、 邵楠、 陆铭、 卢慧文、 胡宏

伟、 张桦等 12 位政协委员先后发言， 围绕

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 科技创新策源功

能、 高端产业引领功能、 开放枢纽门户功能

和在新发展格局中深化“五个中心” 建设、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加快建设五个新

城、 打造“一带一路” 建设桥头堡、 推进城

市数字化转型、 支持科创企业发展、 优化人

口结构、 建设人民城市等积极建言。 李强仔

细聆听、 认真记录， 不时与大家互动讨论。

他说， 强化“四大功能”， 服务新发展格局，

是上海在新征程上必须回答好的重大命题，

需要各方面集思广益、 群策群力。 各位委员

提出了有针对性、 启发性的意见建议， 我们

将认真研究采纳。 希望政协充分发挥独特优

势， 多谋实招、 多出高招， 更好为上海改革

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李强围绕在新的征程上， 上海抓发展为

什么必须突出强调功能、 怎样更好强化“四

大功能”、 如何更好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

与委员们进行深入交流。 他说， 习近平总书

记要求上海强化“四大功能”， 努力成为国

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

略链接， 为上海“十四五” 乃至更长时期发

展提供了重要遵循。 功能是更高级、 更综合

的优势， 超大城市集聚了高浓度、 高密度的

要素资源， 更有条件形成核心功能。 多年来

上海持续推进国际经济、 金融、 贸易、 航运

和科创中心建设， 为进一步强化城市核心功

能奠定了坚实基础。 （下转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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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强功能是上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