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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上海经济持续恢复、韧性增强

经济两位数增长 新增就业超 40 万个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
素菲）昨日，上海市政府就 2021 年上半年
上海市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布
会。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市经济持续
恢复、韧性增强，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生产
需求较快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民生保
障稳步提升，
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加固、稳中
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
达 75%
市统计局副局长汤汇浩介绍，根据地
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上海市
地区生产总值 20102.53 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比去年同期增长 12.7%，增速比一季
度回落 4.9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4.8%，
两年平均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0.1 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32.96 亿
元，同比下降 4.7%，两年平均下降 11.0%；
第二产业增加值 4989.22 亿元，同比增长
17.3%，两年平均增长 3.8%；第三产业增加
值 15080.35 亿元，同比增长 11.3%，两年平
均增长 5.2%。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
产总值的比重为 75.0%。
汤汇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支撑
增长的原因主要反映在 4 个方面：一是工
业生产好于预期，
服务业继续稳定恢复；
二
是投资增长稳定，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继
续增强；
三是就业物价总体平稳，
居民收入
增速稳步回升；
四是外资外贸增势良好，
经

济质量效益显著提升。
以消费为例，上半年上海消费品市场
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长 30.3%。其中，金银珠宝类、化妆品类
以及汽车类这些消费升级类商品需求旺
盛；
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大幅增长 1.9 倍。人
员聚集型服务业也在加快恢复，星级饭店
客房平均出租率基本恢复至 2019 年同期
水平的九成以上。

人均可支配收入破 4
万元大关
发布会透露，
上半年，
全市居民人均可
支 配 收 入 40357 元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聚焦·东京奥运会

奥运冠军钟天使母亲杨文涓为女儿加油——

“放松心态，
平安归来，
争取再拿一块奖牌！
”
■本报记者 曹之光
“人生最精彩的不是实现梦想的瞬
间，而是坚持梦想的过程。”7 月 14 日，中
国自行车队举行出征东京奥运会誓师动
员大会上，里约奥运会冠军钟天使作为
运动员代表发言，并向队友们分享了自
己的座右铭。
近些日子里，浦东惠南镇海沈村的
“钟天使荣誉室”中，一名村民向络绎不
绝前来参观的人们，热情地介绍着这位
奥运冠军的成长与夺冠经历。她就是钟
天使的母亲杨文涓。
明日，
东京奥运会正式开幕。46 名上
海运动员为国出征，
其中就有
“浦东小囡”
钟天使。看着荣誉室里的一块块奖牌、
一
座座奖杯，杨文涓如数家珍、语带自豪：
□本报记者 曹之光 摄
“天使到底得了多少奖，我还真没数过！” 杨文涓向参观者介绍女儿钟天使的成长和夺冠经历。
当问到最想对女儿说什么，
杨文涓说她想
对女儿说：
“天使，
放松心态，
注意安全，
发
回家，老夫妻都会杀自家养的鸡，舅舅会
病，上次得过金牌了，这次就马马虎虎
挥正常水平就可以了。当然，
能再拿回一
送来自家养的鱼。
吧。”不料钟天使立马严肃地打断了：
“这
块奖牌就更好了。
”
女儿的奖牌，让老夫妻喜悦；女儿的
个不来三的！我们是代表国家的，怎么
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上，钟天使、宫
伤病，则让老夫妻揪心。在 2019 场地自
能马虎？”
金杰搭档实现了中国自行车队奥运金牌
行车世锦赛开幕前夕，钟天使在训练时
最近一次
“见”
到女儿，
还是一周前通
“零的突破”。杨文涓夫妇在观众席上见
摔断了 4 根骨头。
“本来，天使都会在手机
过手机视频。
“天使告诉我，
她们是最后一
证了女儿英雄般的表现。这次因疫情影
上发给我比赛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 批抵达日本的中国奥运代表团成员。天
响，杨文涓无法前往日本加油助威。
我等啊等，心想怎么还没发来？”在杨文
使的第一场比赛是 8 月 2 日晚上。
”
出生于 1991 年的钟天使，自小喜爱
涓一再催促下，钟天使才怯生生地透露：
无法亲赴日本为女儿加油怎么办？杨
骑车，12 岁被浦东三少体选中，正式开始 “妈妈，我这次不去了，我摔伤了……”杨
文涓和村里打了招呼，
将
“钟天使荣誉室”
自行车训练。自从 2009 年，钟天使入选
文涓立马跳起来：
“你怎么不跟我说！”钟
里的夺冠自行车，
以及部分奖杯、
奖牌带回
中国国家自行车队后，就与父母聚少离
天使回答：
“ 因为你心脏不好。”不久后， 家。
“把奖拿一些回家，
希望比赛时，
天使的
多。
“ 我们已有 12 年没有在一起过春节
身在北京的钟天使被接到上海松江进行
运气好一点！
”
杨文涓憨厚地笑了，
“不管最
了。”杨文涓语带平静。
养伤与恢复性训练，杨文涓这才有机会
后比得怎么样，天使今年 30 岁了，可能是
额外陪了女儿一星期。
她参加的最后一届奥运会了。
”
12 年间，母女两人究竟见过多少次
面？杨文涓记得很清楚：
女儿一年回两次
去 年 10 月 ，是 钟 天 使 备 战 东 京 奥
如今，
杨文涓就盼着 8 月 2 日晚上，
通
运会之前最后一次返家探亲。有一次， 过电视看女儿的比赛。让她欣慰的是，
女
家，每次住不到一星期。钟天使每次回
家，都是村里、家中的大喜事。每次女儿
杨文涓在电话里心疼地说：
“ 你一身伤
儿向她许诺：
明年，
一定回家过年！

浦东多项重大工程昨日集中开工
九院祝桥院区、临港租赁房项目开始建设
本报讯 （记者 李继成）昨日，本市
2021 年度第三批市、
区重大工程集中开工
仪式举行。据悉，
此次集中开工的重大工
程共有29项，
其中市重大工程2项（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祝桥院
区、
临港新城水华路 04-02 地块租赁房项
目）、
区重大工程27项，
涉及总投资约217.0
亿元，
涵盖市政道路、
医疗卫生、
教育、
保障
房等多个板块项目。
此次重大工程集中开工项目，
加大了
对重点区域、
重要领域、
重大节点项目建设
保障力度，
以推动
“五个新城”
建设，
落实长
三角示范区、
临港新片区等重点区域项目
稳步实施，
聚焦科技产业、
基础设施等重点
项目挂图作战、
有序推进。
2021 年全市共安排市重大工程正式
项目166项，
年度计划投资1730亿元，
达到
近年来最高水平；
其中计划年内新开工项
目18项，
建成项目20项。安排预备项目47
项。上半年，
市重大工程完成投资910.4亿
元，
完成全年计划 52.6%，
同比增长 15.2%，

实现
“时间过半，
投资任务过半”
。张江实
验室研发大楼等 16 个正式项目开工建设，
长征医院曹路分院等 7 个预备项目提前开
工；上海浦东足球场等 4 个项目基本建
成。
据介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九人民医院祝桥院区项目位于浦东祝桥镇
核心区，规划范围东至川南奉公路，南至
S32 高速公路防护绿带，
西至公共通道，
北
至南亭路，
占地面积约10.02万平方米。项
目按照一次总体规划建设完成，
总建筑面
积 222101 平方米，
总床位数 800 床。项目
地上建筑面积 152840 平方米（地上八层），
地下建筑面积 69261 平方米（地下二层）。
院区主要由综合楼、
国家口腔医学中心、
急
诊急救楼、
发热门诊楼、
科研教学楼、
污水
处理机房等建筑单体组成。
临港新片区水华路04-02地块租赁房
项目位于临港新片区入城段区域，
南邻申
港大道绿化带、
东邻叶菊路、
西邻水华路、
北邻玉柏路，
为上海电力大学、
上海电机学

院、
上海建桥学院等高校环抱，
总用地面积
约 2.1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约6.8万平方
米。项目由上海城投兴港投资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总投资约6.84亿，
是临
港新片区首个高品质纯租赁住宅项目，
建
设内容为 600 套租赁住房，
计划于 2022 年
底竣工。项目建成后，
将提供高标准、
高质
量、
高起点的整体居住方案。
王家浜（沪南公路-花木咸塘浜）河道
建设工程项目位于浦东新区花木街道，
建
设内容包括河道疏拓、新建护岸、景观绿
化、
防汛通道和休闲步道等。项目建成后，
有利于提升区域防汛排涝能力，
保障重点
区域防汛安全，
有效提高区域整体生态、
环
境、
景观质量，
提升地块品质，
促进区域开
发发展。莱阳路（芳菲路-德爱路）新建工
程项目位于浦东新区外高桥地区，
项目建
成后，
将完善地区路网和市政配套设施，
强
化五洲大道两侧交通联系，
分流浦东北路
及张杨北路直行交通，
提升区域路网服务
能力，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10.3%，增速比一季度提高 0.5 个百分点，两
年平均增长 6.9%。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42348 元，同比增长 10.1%，
两年平均增长 6.7%；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22535 元，同比增长 13.2%，两年
平均增长 8.9%。
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副总队长
庄龙德介绍，随着我市稳就业、促发展工
作扎实推进，民生保障措施力度不减，养
老金标准和各项帮扶救助标准继续提高，
上半年，我市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和人均
转移净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1.7%和 12.6%，
是支撑我市居民收入增长的两大动力。
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和人均财产净收入
保持小幅增长，同比增幅分别为 3.0%和
2.2%。

居民收入增幅稳步回升的同时，消费
支出延续恢复性增长，居民收入和消费水
平继续领跑全国。上半年，我市居民人均
消 费 支 出 为 23644 元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17.6%，与 2019 年同期水平相比，两年平均
增长 2.5%。
此 外 ，上 半 年 ，全 市 新 增 就 业 岗 位
40.23 万个，比去年同期增加 13.11 万个，就
业形势总体良好，就业岗位快速增长。居
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7%，物价涨幅温
和，
整体稳定。
汤汇浩表示，
总体来看，
上半年上海经
济呈现持续稳定恢复态势。但同时也要看
到，
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演变，
外部不稳定不
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全市经济稳定恢复发
展的基础仍需巩固。

《大城大楼》首映礼在上海中心举办
明日起在全国各大影院上映
本报讯 （记者 李继成）7 月 20 日，庆
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重点影片《大
城大楼》首映礼暨 2021“我的电影党课”特
别活动在上海中心大厦 126 层巅峰艺术空
间举办。首映礼举办地巅峰艺术空间也是
《大城大楼》的拍摄场地，
剧组在这里拍摄了
影片非常重要的一场大戏，
重达1000吨的电
涡流阻尼器也成为影片中的重要
“角色”
。
《大城大楼》由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
司出品，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出
品，
是一部关乎年轻人梦想、体现城市温度
的影片，以浦东陆家嘴地区新型党建为背
景，
围绕救助患儿鹏鹏引发的一系列感人故
事，
讲述了新时代青年在党的引领和感召下
成长，
并最终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共
鸣。电影从上海中心这座大楼的建成到使
用出发，
伴随如火如荼的浦东开发大潮，
影
片中的两位 90 后主角用自己的方式挥洒青
春热血，在各自岗位上践行梦想、创造奇
迹。同时，
通过他们的成长曲线、
生活背景，
又投射了浦东 30 多年的发展和整个上海时
代的变迁。
作为一部青春主旋律电影，
“青春正当

时”是《大城大楼》有别于其他主旋律电影
的独特魅力所在。从电竞、cosplay 到全甲
格斗，创作团队把年轻人的爱好融入城市
的发展节拍中，也将多个“第一”融入整个
故事：第一次全景展现了上海中心的巍峨
壮丽及其建设管理者的勇于争先；第一次
深刻体现了陆家嘴金融城党群服务中心的
组织引领；第一次生动表现了电竞运动的
勃勃生机；第一次新鲜呈现了全甲格斗的
拼博向上。
首映礼现场，市委党校朱叶楠讲授了
《大城大楼》电影党课，
这也是
“我的电影党
课”
系列活动自 2017 年举办以来，
首次走出
影院，
来到影片拍摄地进行现场授课。上影
集团、
上海城投还携手推出了电影党课与上
海中心的联动套票，
希望更多人走进影院欣
赏《大城大楼》、
走进上海中心感受城市建设
的辉煌成就。
《大城大楼》将于明日起在全国各大
影院上映。据悉，
《大城大楼》电影剧组还
将举行“致敬城市建设者”系列活动，将影
片带到上海城市建设工地现场举行露天
放映。

浦东民间专业救援队驰援郑州
携 7 艘冲锋救援艇 1 架水下机器人
本报讯 （记者 沈馨艺）灾难无情人
有情。昨日凌晨 2 点 45 分，位于周浦镇的
上海三栖应急救援队组织力量奔赴郑州
灾区参与抗洪抢险。据记者了解，救援队
本次组织了 IRB 水域救援组以及教官组
共 16 人，其中包括 4 名 R3 急流救援教官、
10 名 IRB 急流冲锋舟驾驶员以及 2 名医
护人员。
救援队负责人徐俊介绍，
救援队 7 月 20
日连续收到了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来
的请求应急救援力量增援函和郑州二十七
区神州救援队的救援邀请，由于郑州市出
现 20 年来未有的特大内涝灾情，灾情极为
严重，
急需援助。
“正好我们有一支小分队之前在山东
办事，收到救援邀请后，2 名小分队队员已
先行一步，于今天凌晨 4 点抵达现场参与
救援。”徐俊说，而自己则带领其余队员连

夜驾车从上海出发，还用拖车拉了 7 艘冲
锋救援艇与 1 架水下机器人赶赴灾区。
昨日 17 点 20 分，记者电话联系徐俊
时，
救援队已从救援集合点出发，
距离救援
点还有半小时路程。
“我们接到的消息是，
这个小区内有上千居民被困，需要及时转
移。”徐俊说，
“目前雨量有所减小，但具体
情况还需要到现场才能确定，
我们赶到后，
将与当地救援队伍合作开展救援。”
据介绍，上海三栖应急救援队于 2018
年创立，2020 年经过上海市浦东新区应急
管理局审批，成为浦东新区正式纳入应急
局管理的救援队伍。救援队核心成员均为
原消防、特勤、陆海空三军特种兵，曾参与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保障 50 余次，以及各
类应急抢险救援行动，包括 2019 年的浙江
临海救援、2020 年桐庐搜索打捞、2020 年
江西南昌抗洪等。

杨高路改建工地做好防汛防台准备

物资储备 人员到位
本报讯 （记者 李继成）发电机、抽水
泵、
手电筒、
夜间警示灯……昨日，
在杨高南
路（龙阳路立交-高科西路）改建工地旁的一
个仓库内，
各种防汛防台应急抢险物资已经
储备完毕。
随着
“烟花”
升级为强台风，
对上海影响
趋于加大，预计周日起局部地区或有大暴
雨。作为在建工地，
杨高路改建工程的各个
标段也做好了防台防汛物资准备，
并成立了
应急抢险队伍。
此前，
新区已经举行了重大工程防汛防
台应急处置演练，
模拟强台风来袭后，
出现
基坑积水坍塌、
树木倒伏、
围栏倾倒、
周边小
区居民受困等险情，
演练了队伍集结、基坑
抽水加固、
倒伏树木清理、
道路清障、
小区周
边道路排涝、
工地人员撤离等五个科目。

在杨高南路（龙阳路立交-高科西路）改
建工程项目部，
记者看到了一份防汛防台应
急预案，
预案从防汛防台的组织机构设置到
各项准备工作、应急措施、应急保障等方面
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上海浦东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项目
经理牟晓亮告诉记者，
目前杨高路改建的各
个标段都已编制了防汛防台方案及应急措
施，建立应急仓库储备物资。台风影响期
间，
工地上主要通过排水防止内涝，
避免因
排水不畅导致的道路通行拥堵，
同时保障工
地围挡的安全。
据悉，
杨高路改建工程的 3 个项目每个
项目部都安排了10多人，
共同组成一支应急
抢险队伍，
统一调度，
哪里有需要就及时前
往应急抢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