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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会 关注

民生底线需城市规划顶层设计
人大代表畅谈“五个新城”发展计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翟梦丽

上海正构建中心辐射、 两翼起飞， 新城发力、 南北转型的市域空间新格局， 嘉定、 青浦、 松江、 奉贤、 南汇是重要的组成。

五个新城也给予了上海城市发展新的思路与格局。 在昨天举行的推进题为“五个新城” 建设， 优化市域空间新格局的人代会专题

审议中， 人大代表们就城市发展各抒己见。

（上接 A1）

李强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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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增强对高层次人才、 全球

性资金、 前沿性科技的磁效应、 场效

应， 促进高端要素资源不断优化组

合、 产生化学反应、 孕育新生事物。

搭建资源配置的市场、 编织科技攻关

的网络、 畅通资金融通的渠道、 提供

走向世界的跳板， 更好服务全国发展

大局， 更好赋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通过强化功能在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

点、 掌握主导权， 努力在关键核心技

术突破、 产业链控制力形成、 规则话

语权提高、 市场定价权增强等方面取

得新进步。

李强指出， 强化“四大功能”，

要坚持战略谋划与务实推进相结合，

在持续推进“量的积累” 中不断实现

“质的飞跃”。 围绕国家战略实施和全

市中心工作， 瞄准带动力强、 影响力

大的重要领域， 聚焦“牵一发动全

身” 的关键环节， 积极谋划推进具有

标志性意义和引领性作用的重大举

措。 久久为功、 持续用力， 聚焦关

键、 克难攻坚， 不断为重要功能培育

打开新空间， 带动城市核心功能实现

新突破。

李强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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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推动长三角率先形成新发展

格局， 着力畅通国内大循环； 优化市

域空间格局， 通过空间布局的优化重

塑， 推动产业升级， 增强科技自立自

强能力； 完善经济发展格局， 着力畅

通国民经济循环， 重塑经济结构； 形

成城乡融合发展格局， 推动城乡经济

循环。

李强指出， “五型经济” 是上海

超大城市所特有的经济形态。 创新型

经济重点是激发创新活力， 服务型经

济重点是辐射和赋能， 开放型经济重

点是提升经济联通性， 总部型经济重

点是强化产业链供应链的掌控力， 流

量型经济重点是要素高效流动增值。

要精准研究发展机理， 量身定制发展

政策， 抓实抓好“五型经济” 发展，

使“五型经济” 和“四大功能” 互动

并进、 相得益彰， 使上海在新发展格

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

李强参加市政协十三

届四次会议专题会议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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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沪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公卫中心主任朱同玉建言：

特定人群要检测肛拭子

要加强污水等环境检测
隔离人员可增加肛拭子检测

“最新的临床研究发现， 通过肛拭

子的粪便检测比上呼吸道标本更加稳

定， 更加敏感。” 因此， 朱同玉建议，

对隔离人员除了现有的鼻咽拭子检测方

法外， 可增加肛拭子核酸检测， 这种检

测在隔离点操作上具有可行性。

同时， 朱同玉建议增加血液抗体

IgM检测。 “IgM 抗体主要出现在早期

感染患者的血液中， 两周后逐渐消失，

检测 IgM抗体， 有助于降低漏诊率。”

朱同玉认为， 通过多元综合检测，

可以大幅度提高隔离人员的阳性检出

率， 提高隔离人群的分拣速度， 做到阳

性病例早发现， 有效减轻隔离压力， 提

高密接人员的管控效率。

加强污水等环境监测

“环境病毒本底摸底检测具有战略

意义。 ”朱同玉说，可以主动、快速、动态

掌握基本病毒本底信息， 有助于建立疫

情的多点触发机制， 有助于在全国率先

建立环境监测、 重点人群常规监测和发

热门诊哨点体系的三体系协同机制。

因此， 朱同玉建议充分发挥上海在

环境检测， 特别是污水检测、 粪便检测

和其他环境检测等方面的体系优势， 在

重要交通枢纽 （火车站 、 机场 、 汽车

站、 地铁枢纽站）、 医疗机构、 大型商

超、 涉外宾馆、 海外输入人员的隔离场

所和其他可能涉疫的重点场所， 集中力

量对生活污水、 医疗机构污水和化粪池

以及卫生间等重点场所取样， 进行核酸

检测， 从而识别出重点污染场所， 并快

速实现管控和重点人群隔离管理。

“环境病毒检测相较于传统的单一

人员核酸检测和小范围环境检测， 既可

减少人员聚集等风险， 开拓了新的采样

渠道， 又能主动摸排， 加快速度。” 朱

同玉表示， 上海公卫中心目前拥有很强

的环境样本检测体系和团队， 可随时投

入检测。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夏天

列席今年上海“两会” 的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朱同玉在会上表示， 上海近期出

现的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总体状况平稳。

近期， 国内出现隔离期满未被检出的阳性人员， 对此， 朱同玉建议， 上海应扩展并创新防控思路， 对隔

离人员等特定人群要运用肛拭子等多元综合检测， 提高隔离人员阳性检出率。

朱同玉还建议， 加强环境检测， 推动在全国率先建立环境监测、 重点人群常规监测和发热门诊哨点体系

的协同机制。

市人大代表施政表示“五个新城”

需要各种顶层设计。 城市运营的民生底

线更需要城市规划的顶层设计。 要把城

市看作有机的生命体， 要尊重发展规

律， 相比宏伟地标建筑， 恰恰城市底

层生态圈更需要顶层设计。 “比如公

交， 是城市运营的托底， 但是公交的

可达性需要依赖于足够的路网密度，

公交的可靠性需要城市的道路有足够

的路服， 可以保证有一个连续贯通的公

交专用车道。 这些必须在最初的城市规

划中做好顶层设计， 否则在后期很难改

善。”

施政认为， 交通拥堵几乎是所有城

市的通病， 打造不堵车的现代化城市很

难， 但是打造不堵车的城市公共交通网

络是有可能的。 关于有限的路权的分配

问题， 可以彰显出政府始终不变的人民

站位。

“昨天微信上有一个帖子， 黄浦区

昭通路隔离居民可以带上宠物， 网友留

言说上海好有爱， 大家说我要去上海。”

这让施政意识到， 城市规划设计应该具

备用户视角， 认真打造用户场景， 体现

城市的温度。

同时， 施政还建议城市规划在注重

功能性实用性的时候注重沟通力、 尊重

人。 城市设计中也要关注市民的需求和

使用感受， 城市的设计能让市民不看说

明书就能“上手”。

市人大代表庄木弟也认为建设城市

不能光从技术上研究， 还要注重打造人

性化、 人文化、 人情味的人民城市。 在

他看来， 新城郊区有着很重要的特点，

江南水乡生态好。 他建议把生态商务区

的建设作为产城融合， 作为城市的特质

做。 “江南水乡特质有了， 就会有竞争

力。”

对城市管理， 庄木弟认为要改变行

政管理的理念， 要有弹性规划， 应该着

眼于未来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市人大代表许丽萍则强调， 新城规

划一定要听人民的意见， 人民城市人民

建， 政府出台实施意见和行动方案， 要

听代表和委员的意见。 新的理念要融入

新一轮规划， 新城规划一定要按照立体

城市， 地上地下协同开发。 把数字化转

型的理念融入新一轮规划。 “新城已经

不是一张白纸， 部分新造， 部分更新，

要协同好。 新城的建设是塑造新功能，

激发新活力， 才能打造高品质”， 许丽

萍说。

□记者 陈颖婷 翟梦丽

本报讯 本市要基本建成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其中法治成为了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

指针。 在昨天举行的“大力弘扬城市精

神品格， 持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人

代会专题审议会议中， 法治文化也被代

表一再提及。

市人大代表、 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上海市律师行业党委委

员、 纪委书记吕琰表示， 自己是一名从

事法律服务行业的工作者， 他非常关注

上海的法治文化建设。 他注意到近日中

共中央印发了 《法治中国建设规划

(2020-2025 年)?。 十四五的开局之年，

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中， 他建议能够

对法治文化工作给予高度的重视， 并提

出三点建议。

第一， 建议出台上海法治文化的工

作规划。 该规划能够在中央文件的指引

下， 结合本市自身的“十四五” 规划工

作， 对于法治文化方面的建设有序开展

纲领性的规划。

其次， 建议出台相关的影视作品，

把上海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宣传出去。 在

他看来， 法治文化的传播可以采用更

多喜闻乐见的短视频方式， 这种方式

也是能够为更年轻的受众所接受。 他

建议宣传的形式上可以更加多样化，

能够有更多的宣传阵地， 做更多的宣传

和文化展示， 凸显上海的法治文化自

信。

第三， 法治文化的建设不仅仅是公

检法系统的工作， 也是全社会的工作。

这就意味着各级政府部门在执法过程

中， 或是相关的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过程

中， 需要包括企业、 社会大众等方方面

面共同形成合力把这项工作做好。

建议出台上海法治文化工作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