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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关键词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昨日上午举行的上
海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个别代
表的代表资格报告。截至目前，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实有代表856人。

公告称，静安区第一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
次会议依法补选于勇为上海市
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宝山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依法
补选钱朝阳为上海市第十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奉贤区第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依法补选郭芳
为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松江区第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依法补选宗明、邬立群为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 32523
部队依法补选王强为上海市第
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

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同意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报
告，确认于勇、钱朝阳、郭芳、宗
明、邬立群、王强的代表资格有
效。

由徐汇区选出的上海市第
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科
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
学研究所研究组原组长于翔已
迁出本行政区域。由宝山区选
出的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俊利，
上海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金东
寒；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上海
基地选出的上海市第十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解放
军91306部队原政委张国成，均
已调离本行政区域。嘉定区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接
受顾国明辞去上海市第十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
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于翔、张俊
利、金东寒、张国成、顾国明的代
表资格终止。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扩大）
昨天下午在世博中心举行。市
委书记李强出席。市委副书记、
市长应勇代表市政府报告2019
年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和下半年工作总体考虑。

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殷一璀主持。市政协主席董云
虎，市委副书记尹弘，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徐泽洲、沙海林、蔡
威、高小玫、肖贵玉、莫负春在主
席台就座。

应勇说，今年以来，我们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全会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中共上海市委的决
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年初市人代会确定的目标任
务有力有序推进，总体实现了

“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过半”。具
体而言，上半年加快落实三项新
的重大任务，全力推动改革开放
向纵深发展；大力推进“五个中
心”“四大品牌”建设，加快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用力做好

“老小旧远”等民生工作，加强城
市精细化管理、社会治理和生态
环境保护；大力推进放管服改
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应勇还结合下半年的重点
工作，就代表、委员们关心的当
前经济运行、推进“三大任务、一
大平台”、旧区改造、生活垃圾分
类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通报。
应勇指出，做好当前经济发展工
作，关键是要做好稳企业、政策
落地见效、重大项目推进、发展
新动能培育壮大等方面的工
作。习近平总书记交给上海的
三项新的重大任务，是中央立足
全国改革开放大局作出的重大
战略部署，是上海发展千载难逢

的重大机遇，是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上海工作的重中之重。要
继续以一流的城市环境和一流
的服务保障，确保第二届进博会
圆满成功。下半年要继续加快
推进旧区改造，并加快解决好非
旧改地块的居民“拎马桶”问
题。同时，要坚持依法科学规范
推进垃圾分类，持续用力，久久
为功。

应勇强调，上半年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符合预期。既要看到
经济总体向好的基本态势没有
变，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进中提
质；又要看到经济运行进中有
缓、好中有忧，我们必须给予高
度重视，积极有效应对，全力攻
坚克难。做好下半年工作，我们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十
一届市委七次全会精神，始终抓
牢发展第一要务，把稳增长摆在
更加重要的位置。要聚精会神
抓经济、用心尽力促发展，保持
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做到
迎难而上，全力完成市十五届人
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的目标任务，当好
新时代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
新发展先行者，以优异成绩迎接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据悉，市人大常委会会前通
过召开多场代表座谈会等途径，
广泛了解代表和市民关心的热
点问题以及对本市各方面工作
的意见和建议，并将收集到的各
方面意见、建议汇总整理，为评
议市政府上半年工作和开好本
次会议作充分准备。

出席会议的市领导还有廖国
勋、于绍良、郑钢淼、陈寅、翁祖
亮、周慧琳、诸葛宇杰、吴清、许昆
林、彭沉雷、陈群、龚道安、宗明、
方惠萍、赵雯、周汉民、王志雄、张
恩迪、李逸平、徐逸波、金兴明、黄
震，刘晓云、张本才，老同志叶公
琦、陈铁迪、龚学平、蒋以任、罗世
谦等到会。全体市人大代表、在
沪全国人大代表及全体市政协委
员和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列席。

应勇说，上半年全市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符合预期，稳中有
进、进中提质。主要表现为“五
个持续”：经济保持持续增长，上
半年全市生产总值增长5.9%，比
一季度高0.2个百分点，第三产
业增加值增长9.1%，比一季度高
0.3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高1.7
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长8.4%，高于今年一季度6.3%
的增长率，也高于去年上半年和

全年的数据。居民消费价格上
涨2.1%。

同时，经济发展新动能持续
增强，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民生
水平持续提高和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

其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294元，同比增长8.2%。新增
就业岗位38.5万个，完成全年目
标的77%。

据介绍，下半年落实“3+1”
重大任务带来的政策红利，也会

逐渐释放。“只要外部环境没有
重大变化，我们有信心完成年初
提出的6%-6.5%经济增长预期目
标，当然这需要付出艰苦的努
力。”应勇说道。

关于进出口方面，应勇指
出，上海是经济外向度、开放度、
外贸依存度高的口岸城市，货物
进出口一直是上海经济增长的
重要支撑。受全球贸易增速放
缓等影响，今年上半年，全市进
出口总额下降1.8%。

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扩大）举行

应勇为上海市民垃圾分类点赞

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

市人大代表
实有856人

应勇在介绍增设上海自贸
试验区新片区时说，这不是简单
的自贸试验区空间的扩大，也不
是简单的自贸试验区政策的平
移，而是要在更宽领域、更高层
次、以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
实施制度创新。

就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
板并试点注册制，应勇说，是中央
着眼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
资本市场改革作出的重大战略部
署。科创板不是简单增加一个

“板”，更重要的是在发行、交易、
信息披露、退市等环节进行资本
市场制度的重大改革创新。

“科创板已顺利开市。下一
步，我们要着力培育更多优质科
创企业，着力培育更好地服务长
三角乃至全国的科创企业的投
融资平台，着力培育更好的法
治、科技、人才等金融生态环
境。”应勇表示。

就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
化发展国家战略，应勇说，目前，

我们已制定落实《规划纲要》的上
海实施方案，主要是紧扣“一体
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抓好

“七个重点领域”合作、“三个重点
区域”建设。“七个重点领域”，就
是围绕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创新、
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
对外开放、统一市场等重点领域，
加快与苏浙皖三省对接。“三个重
点区域”，就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上海自贸试验
区新片区和虹桥商务区。

生活垃圾分类，是习近平总
书记十分关心的一项工作，也是
总书记交给上海的一项任务。

应勇说，垃圾分类事关城
市形象、生态环境保护和人民
群众幸福生活，势在必行，迫在
眉 睫 。 2018 年《政 府 工 作 报
告》提出，用 5 年左右的时间基
本解决垃圾综合治理问题，到
2022年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
埋。总的思路是三句话，即源
头减量、全程分类、末端资源化
利用和无害化处置能力大幅提

升。
“垃圾分类是实现垃圾综合

治理最根本的前提、最重要的基
础，也是最艰难的环节。去年我
们在6个区开展了垃圾分类，今
年在全市全面推开。7 月 1 日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
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全市上下
都动起来了，垃圾分类取得阶段
性成果，成效好于预期。我要为
上海市民点赞，向上海市民致
敬，向上海市民表示衷心感谢！”
应勇说。

应勇表示，下一步，要坚持
依法科学规范推进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要改变人们理念、生活
方式和习惯，这不亚于一次自我
革命。从不习惯到习惯，不可能
一蹴而就，不可能毕其功于一
役，需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他指出，深入贯彻实施《生
活垃圾管理条例》，当前重点要
解决好几个问题：分类规范的
问题、定时定点投放的问题、
混装混运的问题和末端处置
的问题。

“三大任务、一大平台”关键词

生活垃圾分类关键词

●做好下半年工作，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十一届市委七次全会
精神，始终抓牢发展第一要务，把稳增长摆在更加重要的
位置。

●要聚精会神抓经济、用心尽力促发展，保持战略定
力、坚定发展信心、做到迎难而上，全力完成市十五届人
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目标任
务，当好新时代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
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旧区改造关键词

目前，旧区改造的任务依然
很重，面临新情况、新要求。对
此，应勇说，一方面，到去年底，全
市中心城区二级旧里以下房屋还
有263万平方米、约13万户。另
一方面，加大力度保护历史风貌
刻不容缓，传承历史文脉、留住城
市记忆非常重要、非常迫切。

推进旧区改造，“十三五”目

标是改造240万平方米二级旧里
以下房屋。基本思路是坚持留改
拆并举，坚持风貌保护、城市更
新、旧区改造与大居建设、住房保
障统筹考虑，打好组合拳。具体
来说“三句话”，应留的必须留，该
改的全力改，当拆的加快拆。

应勇说，市委、市政府把旧
区改造作为今年的一项重点工

作加以推进，目标是完成50万平
方米。上半年，我们坚持“一地
块一方案”，加强“市区联手、政
企合作”，加大工作力度，已经实
现签约37.6万平方米，已启动的
还有14.6万平方米，合计已超过
年度目标。下半年，将继续加快
推进，并加快解决好非旧改地块
的居民“拎马桶”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