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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领导参加区六届人大五次会议联组审议

为百姓服务 不能
“差一口气”

翁祖亮参加区六届人大五次会议联组审议。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本报讯 （记者 洪浣宁 黄静 蔡丽 “家门口”服务、
“15 分钟服务圈”的做法
都曾经去过，几位村书记的办公室从楼
萍）昨天，参加浦东新区六届人大五次会
和感悟，还结合自身情况提出了不少个
上的一个单间搬到了楼下的一张办公
议的代表们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审议。 性化建议。而代表团中来自企业的代
桌，一个个办公室也转型成为村民活动
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翁祖亮，市政
表 也 对 此 表 现 出 极 高 的 关 注 度 ，希 望
室。翁祖亮评价，居村干部下楼，看起来
府副秘书长、区委副书记、区长杭迎伟， “家门口”服务和“15 分钟服务圈”的赋
是个小变化，但“家门口”服务办公最小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田春华，区委副书记
能和布局能更多考虑企业职工的工作、 化直至办公趋零化的背后，体现的却是
冯伟分别参加自己所在代表团的审议， 生活需求，从而使大家的获得感更高。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浦东正在构筑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构建大民生格局、优
代表团中医疗、教育界人士则从自身专
的“15 分钟服务圈”同样体现了这种变
化营商环境、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
业 角 度 出 发 ，提 出 希 望 能 更 多 参 与 其
化，以前是计算多少设施覆盖多少人群，
系建设等展开热议，相关职能部门的负
中。审议中，翁祖亮和代表们进行了充
而现在则是以老百姓为中心，以服务对
责人也在现场一一回应了代表们在发言
分的交流，并针对代表们所关切的问题
象的需求作为思考的切入点。也因此，
中提出的意见建议。
逐一认真回应。
浦东力推市民服务事项“全区通办”，老
在翁祖亮所在的第九代表团，联组
实际上，去年以来，翁祖亮围绕推进
百姓的事在居村就能办，同时实施首问
审议的热烈讨论一直持续到将近中午
乡村振兴战略和“家门口”服务体系建
责任制、兜底责任制，强化社区工作者的
12 点。10 名代表先后发言，来自街镇居
设，深入街镇和居村进行了数十次调研， 全岗通能力。
村的代表不仅交流了各自开展和推进
第九代表团的多名代表所在的居村，他
代表们对这种转变带来的好处感触

更深：和村民、居民们的感情亲近了，搞
活动大家的参与性变高了，基层党组织
更有战斗力了。在回应代表们的建议
时，翁祖亮谈到，区委、区政府为百姓提
供的各类公共服务，不能以工作有提高
为标准，而要以老百姓满意为标准，不是
看“做没做”，而是看“做好了没有”，不能
做了好事但“差一口气”。他说，要抓好
每个居村的“三会”：听证会，听老百姓的
意见建议；协调会，大家商量着把事做
好；
评议会，
评价项目成效。
第九代表团的代表们来自祝桥和张
江两镇，格外关心航空产业和张江科学
城的未来发展。来自企业的代表很关心
的一点是周边的生活配套如何更好地服
务白领。
（下转 5 版）

体现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区领导参加区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专题会议

■“家门口”服务办公最小化直
至办公趋零化，以及正在构筑的
“15 分钟服务圈”，体现的是“以
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经济不断发展 民生才能改善

■ 为百姓提供的各类公共服
务，要以老百姓满意为标准，不
是看“做没做”，而是看“做好了
没有”，不能做了好事但“差一口
气”

本报讯 （记者 洪浣宁 黄静）昨天
下午，区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举行专题会
议，市委常委、区委书记翁祖亮，市政府
副秘书长、区委副书记、区长杭迎伟，区
政协主席严旭分别参加并和委员进行深
入交流。
在“聚焦民生新格局，创造高品质生
活——浦东新区养老服务工作监督性专
题会议”上，7 名政协委员分别发言，就如
何进一步推进浦东养老服务提出建设性
意见。在认真听完大家的发言后，翁祖
亮说，各位委员事先调研工作做得很充
分，基本摸清了浦东新区养老事业的底
数，基本判断准确了问题状况，基本理顺
了短板，发言体现了系统性、前瞻性和操
作性，为工作监督调研组的主报告提供

做好养老服务
■ 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
关系
■ 要处理好“有没有”和“好不
好”的关系
■ 要处理好不平衡和不充分的
关系

深读

今日导读

浦东

了很好的支撑，为下一步发展方向提出
了很好的建议，对政府部门的工作完善
和提高很有帮助。他感谢工作监督调研
组和各位委员付出的辛勤劳动。
翁祖亮说，
交流中大家的共识在不断
形成，那就是做好养老不仅仅是政府的
事，
家庭、
社会都要参与，
而且需要与时俱
进，
用细心、
耐心、
巧心把这件事做好。
在回应委员们的发言时，翁祖亮说，
做好浦东的养老服务工作，首先要正确
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政府扮演的
角色应该是规划、布局、政策引导、行业
监 管 ，要 提 供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和 托 底 保
障。对于高端需求，则通过社会化引导
来满足。其次，要处理好“有没有”和“好
不好”的关系，要优化空间布局，满足基

本需求，花更大精力来做好没有围墙的
养老院，也就是居家养老；要优化供需匹
配，通过构筑“15 分钟服务圈”，
把为老服
务布局到最需要的人群家门口，
达到基本
服务供需基本平衡；
要优化政策协调，
解决
各个部门出台的政策不通气、
分散甚至有
冲突的问题。第三，
处理好不平衡和不充
分的关系。只有经济不断发展，
民生才能
不断改善，
要做到随着浦东经济社会的发
展，
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起点，
通过增加投
入来提供更好的为老服务，
不断把浦东的
养老事业做得更好、更精准、更有温度。
在“聚焦自贸区建设，推进高水平改
革开放”专题会议上，杭迎伟回应了委员
们的发言。他说，2019 年，我们要全面对
接、加快推进落实中央交给上海的新的

三项重大任务，浦东和上海自贸区要更
好地发挥开路先锋、引领示范、攻坚突破
的作用，在制度、金融和空间发展上形成
新的推动力。
杭迎伟说，浦东要更加重视企业的
发展环境，形成制度推动力，下一步要在
进一步加强上海自贸区的便利化改革
上，强化系统集成，在推动投资贸易自由
化制度建设上和改革上进一步强化首创
性探索。上海自贸区要在投资贸易便利
化、自由化的改革两个方向去努力。要
强化企业的获得感和感受度，让市场活
力充分涌流、竞相迸发。要更加重视创
新生态，在政府的采购和政府应用场景
要更加注重科创企业的参与。
（下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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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开艳详细解析“关键一跃”

讲接地气贴民意之话
献解难题鼓干劲之策

浦东 GDP 超万亿元意味着什么？

——区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小
组审议侧记

▶▶2 版

■本报记者 许素菲
经过 28 年开发开放，浦东地区生
产总值从 1990 年的 60 亿元预计跃升
至 2018 年的 1 万亿元，实现超过百倍
的增长。GDP 迈入万亿元大关，对浦
东来说意味着什么？日前，上海社会
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开艳接受了

意气风发的
浦东昂首踏上新征程
——政协委员讨论政府工作
报告侧记

▶▶2 版

本报记者专访。
“从千亿元级到万亿元级，是一个
量级上的突破，这对浦东提振经济发
展信心和设定自我奋斗目标都具有不
同寻常的意义。”作为长期关注浦东经
济发展的专家，沈开艳这样评价浦东
的
“关键一跃”
。
上海市于 2006 年跨入 GDP 万亿

大关，
是中国内地最早踏进这一门槛的
城市。到 2017 年年底，
全国进入
“万亿
元俱乐部”
的城市有 14 个，
除了北、
上、
广、
深四个一线城市，
还有天津、
重庆两
个直辖市，以及苏、锡、宁、杭四个长三
角城市，其余成都、武汉、长沙、青岛都
是经济重镇。现在，
浦东作为上海这座
特大城市的引领性区域跻身
“万亿元俱

乐部”，说明浦东作为独立经济体的能
级已经可以和大多数城市一较高低。
“从 GDP 的构成来看，服务业占
比超过 75%，说明浦东已跨过工业化
阶段，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但在二产
继续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服务业也大
幅增长，
呈现此涨彼更涨的局面。”
（下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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