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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人大常委会和两院工作报告

与时俱进积极履职 主动服务改革发展大局

今日导读

2版

■本报记者 徐阳 浦东报道

浦东新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 1月 10日下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

议，听取区人大常委会、区人民法院和区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大会执行主席翁祖亮、唐周绍、田春

华、冯伟、袁胜明、顾晓鸣、庄品华、谢毓

敏、周奇、吴大器、陈红专、朱洪明、严国

华、苏锦山等在主席台前排就座，杭迎伟

等区领导和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

座。大会由执行主席田春华主持。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唐周绍受五届人

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作工作报告。报告

指出，过去五年,是浦东全面深化改革实现

新突破、经济转型升级迈出新步伐、民主

法治建设取得新进展的五年。五年来，区

人大及其常委会秉承新区历届人大优良

传统，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紧紧依靠全体代表,紧紧围

绕国家战略,努力在推动深化改革开放、加

快转型发展、创新社会治理、保障改善民

生、着力“补短板”、加强执行力等方面发

挥职能优势,为浦东当好排头兵中的排头

兵、先行者中的先行者履行法定职责。五

年来，先后召开8次人民代表大会、40次常

委会会议、88次主任会议，听取和审议123
项专项工作报告、18项计划预算报告，作

出决议、决定 60项，组织开展执法检查 12
项，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620人次，努力

把人民的信任和重托化为担当、作为、进

取的行动。

报告指出，五年来，区人大常委会重

点推进了五方面的工作：践行法治,推动浦

东依法治区进程；围绕大局,服务保障创新

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完善机制,不断

强化监督的刚性和效果；精心组织,充分发

挥代表主体作用；创新创优,努力提升自身

建设水平。

报告强调，当前，浦东发展已经进入

新阶段，刚刚闭幕的新区第四次党代会,勾
画了浦东发展新蓝图,明确了浦东发展新

目标,开启了浦东发展新征程。我们共同

的使命和责任,就是要在中共浦东新区区

委领导下,深入学习中央、市委全会和新区

第四次党代会精神,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紧紧围绕“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
彻新发展理念,按照“四个走在前列”的要

求,把落实中央、市委精神和区委部署与发

挥人大制度优势、职能作用更好结合起来,

继续以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

气、蓬勃向上的朝气,服务保障浦东在新起

点实现新突破、新阶段开创新局面。

会上，区人民法院院长张斌作法院工

作报告。报告指出，在今后的工作中，区

人民法院将把促进发展、防范风险和破解

难题、补齐短板摆在突出位置,忠实履行宪

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全力做好审判工作,
积极推进司法改革,严格管理法院队伍,积
极服务保障浦东经济社会发展。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思群作检察

院工作报告。报告指出，区人民检察院

将充分履行检察职能,深化司法改革,全
面提升法律监督能力和司法公信力,为
建设开放、创新、高品质的浦东提供有力

司法保障,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召开。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昨天上午，新区区委副书记、副

区长杭迎伟参加新区政协六届一次

会议专题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聚焦

功能提升，加快‘四个中心’核心区

建设”。围绕议题，21位政协委员争

相发言。在认真聆听了委员们的发

言后，杭迎伟说，委员们心怀强烈的

责任感，对浦东的发展充满了感情，

浦东既是一个干事创业的热土，也

是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园，在经历了

浦东 26年来的改革开放之后，全体

浦东人一定会继续成就一个崭新的

浦东。

会场上，杭迎伟分享了浦东发

展的一系列数据：当前的浦东以全

市五分之一的土地、四分之一的人

口，创造了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

浦东金融对新区 GDP 的贡献达到

了 27%，占全市的 50%；航运业集装

箱吞吐量连续 7 年全球第一；机场

的货邮吞吐量连续 9年全球第三；

浦东机场的旅客吞吐量 2016 年约

6600 万人次；从贸易中心来看，货

物贸易占全市的 60%，服务贸易占

全市的 40%，电子商务占全市的

20%，商品销售总额达到 3 万亿元；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浦东累计 265
家，占全市的 46%。

杭迎伟说，加快“四个中心”核

心功能区建设，浦东首先要加快转

变政府职能，在推进自贸试验区和

科创中心建设两大国家战略过程

中，更快更多地复制推广自贸试验

区的制度创新成果，加快建设法治

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同

时，政府加快职能转变，建设法治政

府、服务政府、创新政府，就需要浦

东更活地放、更好地管、更优地提供

各类服务，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

其次，要特别重视功能建设，更

加重视质量、效益和结构优化。杭

迎伟表示，新区“十三五”规划明确

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四个中心”核

心功能区。在这个建设过程中，浦

东要在多年努力的基础上，进一步

推动要素市场发展，进一步提升金

融产品创新、定价、交易、清算功能，

未来还要在培育功能性项目和平台

建设上发力。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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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迎伟参加新区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专题会议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更加重视功能建设

■本报记者 徐阳 浦东报道

昨天上午，以“强化创新引领

推动自贸试验区和科创中心建设”

为题的政协专题会议场面相当热

烈。一个委员话音未落，想要发言的

委员们已经纷纷举手。最终，21名政

协委员成功“抢麦”，大数据、科技金

融、孵化器、小微企业融资难等话题成

为各位委员关注的焦点。对于委员

们对浦东各类“短板”现象的关注，与

会的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

区委书记翁祖亮坦率回应：浦东新区

开发开放已经进入了新阶段，使命光

荣、任务艰巨，解决问题需要新思想、

新思路，针对实际、凝聚合力，方能助

推区委、区政府更加科学、民主、依法

作出决策，为浦东新区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新突破。

翁祖亮说，浦东目前承载着自贸

试验区建设和科创中心核心功能区建

设两大国家战略。其中，自贸区建设

经过三年推进，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目前浦东正在营造一个法治化、

便利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拿去年率

先推进的“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来说，

通过改革审批方式、强化综合监管，进

一步完善市场准入，使企业办证更加

便捷高效。2017年，上海自贸区要持

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扩大“证照分

离”改革试点范围，进一步减少前置审

批，分类改革441项区级行政审批事

项。翁祖亮说，上海自贸区将探索

审批服务从“一门式”受理向“一窗

式”受理转变，实行审批事项承诺办

理时间动态调整机制，实现从“办成

事”向“快办事”转变。

制度创新的前提是政府能够有

效监管。翁祖亮指出，浦东要更加

注重事中事后监管，只有管得住，才

能放得开；管得更好，才能放得更

活。目前，浦东已经探索了一系列

事中事后监管的路径和方法。比

如，以“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

监管”为原则，从审批事项和涉及的

行业、领域和市场角度，制定监管清

单。此外，还要启动自贸试验区金

融创新和综合监管服务平台，加强

金融诈骗、非法集资等高风险领域

监测预警，强化日常监管和风险排

查。

科创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既是国

家战略，也是浦东当好创新发展先行

者的重要突破口。翁祖亮说，下一步

要着力建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加大大科学装置建设力度，汇聚全

球创新资源，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力

争在原创性重大科研成果上实现突

破。全区要加快建设一批创新功能性

平台，建设一批科技创新集聚区，推动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快建立完善的

科技创新体系。同时，要在科技创新

体制机制、吸引人才等方面进行重大

改革，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区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

务主席严旭出席会议。

翁祖亮参加新区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专题会议

解决问题需要新思想新思路

唐周绍向大会作工作报告。 □徐网林/摄

翁祖亮参加新区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专题会议。 □本报记者 刘思弘/摄

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民生热点问题成焦点

小松助力
中国工程机械体系建设

政协专题会议
委员踊跃建言献策

上海迪士尼系列活动
迎接首个农历新年

■本报记者 洪浣宁 浦东报道

昨天中午，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

祖亮在世博中心会见瑞银全球董事会主席魏伯昂一行。

翁祖亮首先欢迎魏伯昂先生的到访，对瑞银集团积极参

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表示感谢。翁祖亮说，浦东作为上

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核心功能区，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

升，资本市场、期货市场等规模保持全球前列。目前，浦东金

融业增加值占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7%左右，占上海市金

融业增加值约50%。未来浦东将继续围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和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的目标，持续提升服务水平，在

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继续贯彻落实各项金融创新工作。此

外，浦东有良好的就业、居住环境，也有便利的出入境配套服

务和人才政策，希望浦东成为瑞银在中国发展的重要机遇和

热土。

魏伯昂表示，瑞银在中国的发展目标非常明确，就是继

续维持和扩大业务规模，希望继续参与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

的发展，到 2020年，瑞银在中国的员工数字将比目前的 670
人翻一番。

瑞银集团是全球知名的金融机构，也是瑞士银行业中的

佼佼者，在浦东设立了四类机构，涉及瑞银企业管理、瑞银证

券、瑞银期货、瑞银海外投资基金管理等，覆盖了瑞银集团在

中国的不同业务及管理领域。未来，瑞银将在更深程度和更

广领域参与上海和浦东的金融业发展，包括创建相关业务中

国总部、设立瑞士银行自贸区支行等。

翁祖亮会见
瑞银集团主席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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