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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支持和鼓励更多
“硬科技”企业上市，打造服务全
国科创企业的重要投融资平台；
把一体化发展的文章做好，发挥
好新片区和示范区对内对外开
放“两个扇面”枢纽作用……上
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
次会议19日昨日下午继续举行，
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通报本市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殷一璀主持会议。

应勇在通报时说，今年以
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
市委的领导下，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
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
做到迎难而上，以稳增长的硬任

务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硬道理，以
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
环境的不确定性，全市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符合预期，保持了稳中
有进、进中固稳的良好态势。

就大家关注的“三大任务、
一大平台”，应勇说，增设上海自
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
细化分解并加快推进，特殊支持
政策50条基本落地，基础设施建
设持续加快。到11月底，新设
企业 2500 多家，签约项目 101
个、总投资500多亿元。

下一步，要推动政策加快落
地，编制完成国土空间规划和专项
规划，实施一批突破性制度创新举
措，推进一批标志性重大项目。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应勇指出，已平稳运行五个月，
要培育更多优质上市资源，支持
和鼓励更多“硬科技”企业上市，

打造服务全国科创企业的重要
投融资平台。实施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国家战略，要加快推进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把
一体化发展的文章做好，发挥好
新片区和示范区对内对外开放

“两个扇面”枢纽作用。第二届
进博会实现了“越办越好”的总
要求，要精心筹办好第三届进博
会，持续放大溢出带动效应。

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应勇
说，今年以来特别是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实施以来，垃圾分类进展
顺利、好于预期，成效不断巩固
提升。从前端看，全市居住区垃
圾分类达标率由去年底的15%提
升到今年11月底的90%。

应勇还就明年主要发展指
标的初步考虑、“老小旧远”等民
生问题进行了通报。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上海市家政服务
条例（草案）》经市人大常委会表
决通过，将于2020年5月1日颁
布实施。全市统一的家政服务管
理平台目前已经在立项推进中。

记者了解到，为贯彻落实
《家政条例》，市商务委将会同相

关部门和行业协会推出一系列
落地举措。

《家政条例》明确要求由市
商务部门负责建设全市统一的
家政服务管理平台，发布行业政
策措施、行业和动态等信息，归
集家政行业信息，并提供公共服
务。同时要求与本市“一网通
办”平台等实现互联互通。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上海在“守信者一路
畅通，失信者寸步难行”方面又出
实招。记者了解到，失信惩戒对
象信息目前已被嵌入“一网通办”
平台，以此提醒各部门在办理审

批事项时审慎处置。这是今天市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
在审议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春雷作的市
政府关于研究处理《上海市社会
信用条例》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
意见情况报告时传出的消息。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六次会议昨日听取和审
议关于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有关事项和筹备工作情况的报
告，并提出大会有关事项的草
案。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将于 2020 年 1
月15日召开，1月20日闭幕，1
月14日下午召开预备会议。

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
建议议程有：听取和审议上海市
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
上海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

报告，批准上海市2020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和批准
上海市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0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上
海市2020年市级预算；听取和审
议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工作报告；审议上海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
审议《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条例（草案）》的议案；听取
和审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工
作报告；听取和审议上海市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补选和通过有
关人事事项等。

据介绍，市十五届人大三次
会议还将组织代表围绕政府有
关工作开展6项专题审议。

本报讯 市委书记李强昨日
在调研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情况时强
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
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
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牢记使命、强化担当、奋发作
为，迅速推动政策举措落地，迅
速彰显集聚度显示度，迅速提升
联动示范效应，迅速形成各方工
作合力，以更大格局、更宽视野
高水平、高质量建设好示范区。

示范区建设，交通设施互联
互通是重要基础。上海市青浦
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
省嘉兴市嘉善县着力推进区域
公交试行工作，目前两区一县5
条区域公交示范线路已正式开
通运行。李强来到东方绿舟公
交枢纽站，察看示范区区域公交
线路走向、站点设置、运营时间
等情况，详细了解示范区交通系
统规划、断头路打通进展。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执委会成立一个多月
来，来自沪苏浙两省一市的同志
汇聚一起，迅速进入角色，理清
工作职责，建立工作网络，推进
重点任务。李强来到位于青浦
朱家角镇的执委会办公地，听取
示范区近期重点工作汇报，并亲
切看望了奋战一线的各地同
志。他说，大家尽职尽责，做了
大量有成效的工作，向大家表示
慰问和感谢。能够投身示范区
建设，直接参与服务国家战略，
是人生难得的经历。你们肩上
的担子很重、责任很大。希望大

家牢固树立“一体化”的意识，始
终胸怀全局，做到思想到位、工作
到位、职责到位，切实担负起示范
区建设的共同使命、共同责任。

调研期间，李强主持召开座
谈会，听取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前期调研及建设
推进情况的汇报，就做好下一步
重点工作、狠抓目标任务及政策
举措落地落实和与会同志深入
分析讨论。李强指出，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
开局良好、进展有序。当前各项
目标任务已经明确，要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聚焦重
点领域、关键环节，认真落实总
体方案，加快细化政策举措，搭
好示范区的“四梁八柱”，真正走
出区域协调发展新路子。要继
续深化前瞻性研究，提出更多有
针对性、操作性的思路举措，并
在实践检验中不断优化完善。
要及时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充分
展示示范区的美好前景，讲清政
策红利，提供投资指南，让企业、
机构、人才近悦远来。

李强指出，“热土”就要“热
点”不断、“热度”不减。示范区
要精心策划热点、持续打造亮
点，加快推进一批标志性的重大
项目、重大工程，让人眼前一亮，
充分感受到示范区投资建设的
新变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要
深化研究、整体规划、加快实
施。生态环境保护要聚焦打造
世界级湖区，加快河湖生态治
理，加快推进淀山湖环湖岸线贯
通工程，建设一批高质量的郊野
公园等生态空间。产业发展不

求大而全，关键要凸显亮点、引
进标志性项目，加快集聚形成各
具特色的产业链优势。公共服
务要加强供给、提升水平，加快
布局一批优质教育医疗资源。

李强指出，要在示范效应上
做好文章，率先推进重大改革先行
先试，真正发挥好“试验田”的作
用。要汇各地之长、创示范区之
新，主动推进长三角重大改革在示
范区集成试点，积极谋划一批先行
先试改革事项。要在智能化、科
学化、精细化上下更大功夫，依托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进行赋能，走出治理新路。着
力推进跨省域政务服务“一网通
办”，从企业注册、项目审批等重
点事项做起，搭建好统一平台，打
造示范区品牌影响力。加快实现
跨省域统一环境标准、统一环境
监测、统一监管执法。积极统筹
好跨区域招商引资，更好发挥市
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让各
类资源要素的活力充分释放。

李强强调，执委会要充分发
挥协调作用，推动各方紧密协
作，共同抓落实抓推进。要把顶
层设计、统筹协调、资源配置作
为工作重心，将推动一体化制度
创新作为首要职责，搭建跨区域
发展的“桥梁”，拿出“一张蓝图”

“一套标准”，推动两区一县紧密
合作，把各自长板贡献出来，形
成更优组合。上海各部门要大
力支持，主动跨前一步，积极做
好服务，为加快实施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国家战略作出更大贡献。

市领导陈寅、诸葛宇杰参加
调研。

●强调“四个迅速”迅速推动政策举措落地，迅速彰显集聚度显示度，迅速提升联动示
范效应，迅速形成各方工作合力。

●搭好“四梁八柱”当前各项目标任务已经明确，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认真落实总体方案，加快细化政策举措，真正走出区域协调发展
新路子。

●发挥“试验田”作用 要在示范效应上做好文章，率先推进重大改革先行先试。要汇
各地之长、创示范区之新，主动推进长三角重大改革在示范区集成试点，积极谋划一批先行
先试改革事项。

李强调研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情况时强调

以高水平、高质量建设好示范区

应勇通报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符合预期

《上海市家政服务条例》
明年5月1日颁布实施

申城失信惩戒对象信息
已嵌入“一网通办”平台

上海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将于明年1月15日至20日召开

本报讯 以“花开中国梦”为
主题的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
将于 2021 年在上海崇明举办。
第十届中国花博会组委会第一
次会议昨日在上海召开，市委
副书记、市长、第十届花博会组
委会主任委员应勇，国际竹藤
组织董事会联合主席、中国花
卉协会会长、第十届花博会组
委会主任委员江泽慧出席并讲
话。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
刘东生主持会议，副市长汤志
平出席。

会议宣布了第十届花博会
组委会成员名单，观看了第十届
花博会总体规划片，听取了筹备
进展情况，审定了会花、会徽和

会歌。
应勇指出，举办中国花博

会，是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生动实践，是迈向令人向
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
之城的重大举措，是加快崇明世
界级生态岛建设的重大机遇，市
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

江泽慧指出，2021年，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党的
诞生地上海举办一届举世瞩目
的中国花博会，机遇重大，意义
特殊。要提高认识，切实增强责
任感和使命感，全力以赴将花博
会办成一届具有时代特征、中国
特色、上海特点的高水准的国家
级花事盛会。

应勇、江泽慧出席第十届
花博会组委会会议并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