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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谱写新时代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新篇章

政协浦东新区七届一次会议闭幕

朱芝松讲话 杭迎伟田春华单少军出席 新当选的区政协主席姬兆亮主持
本报讯 （记者 张敏）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上海市浦东新区第七届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1 月 13 日在中
国浦东干部学院胜利闭幕。
新当选的政协上海市浦东新区第七届
委员会主席姬兆亮和副主席王小君、诸惠
华、严伟、徐红、赵立新，秘书长杨晔在主席
台前排就座。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
记朱芝松，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中共
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杭迎伟，浦东新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田春华，中共浦东
新区区委副书记单少军等应邀出席大会。
大会由姬兆亮主持。大会通过了政协
上海市浦东新区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决议。
朱芝松在闭幕大会上讲话。他说，
浦东
新区政协七届一次会议，
是在浦东新区踏上
推进高水平改革开放、
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引领区新征程的关键之时召开的一次

重要会议。在全体委员和与会同志的共同
努力下，会议开得很圆满、很成功。会议期
间，
各位委员聚焦发展大计、
积极参政议政、
踊跃建言献策，
履职富有质量和成效，
展现
了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担当。他
代表中共浦东新区区委，
向新当选的政协主
席、
副主席、
秘书长和各位常委，
表示热烈祝
贺，
向由于年龄原因和工作需要离开政协领
导岗位的同志，
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朱芝松说，
五年来，
浦东新区六届政协
和全体政协委员紧紧围绕浦东改革发展大
局履职尽责、担当作为，
充分展示了新时代
人民政协工作新气象：
党的建设扎实有力、
协商履职担当有为、协商为民积极有效、自
身建设创新有方。
朱芝松指出，
历史的画卷已在砥砺前行
中铺展，时代的华章要在接续奋斗中书写。
全区上下唯有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勇挑最
重担子、
敢啃最硬骨头、
再创更大奇迹，
才能
不辱使命、
不负重托。我们要在高水平改革

开放上提升
“领先度”
，
要在高质量发展上跑
出
“加速度”，
要在高品质生活上增强
“感受
度”
，
要在高效能治理上提高
“有效度”
。
朱芝松代表中共浦东新区区委，对新
一届政协提三点希望：
坚持政治为魂，
在坚
持党的领导上心明眼亮、立场坚定；
聚力中
心大局，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
力、奋发有为；聚焦增能提效，在加强政协
自身建设上再接再厉、再上台阶。
朱芝松表示，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浦东新区区委
将一如既往支持区政协按照章程开展工
作，为区政协履行职能、发挥作用创造良
好的条件，全力保障政协政治有地位、建
言有机会、出力有舞台、工作有作为。新
区各级党政机关要全力支持区政协和广
大委员履行职责，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
督，认真办理政协提案，积极采纳政协的
参政议政成果，不断巩固和拓展“党委重
视、政府支持、政协主动、各方配合、社会

关注”的良好局面。
姬兆亮指出，朱芝松书记对区六届政
协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新一届政协
寄予了厚望，
我们将认真学习领会，
贯彻落
实。我们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重托和期
望，
将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
紧密团结和依
靠全体政协委员，继承和发扬历届政协的
优良传统，
鼓起建功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
精气神，紧紧围绕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引领区的主线来谋划和推进工作，充分
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
协商机构作用，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
主题，
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
姬兆亮指出，我们将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在把牢方向中体现“政治站位”；坚持
大团结大联合，在凝聚共识中彰显“政协
价值”；坚持服务中心大局，在引领区建设
中展示“政协担当”；坚持增进民生福祉，
在贴近民生中传递“政协情怀”；坚持深耕
浦 东 特 色 ，在 基 层 协 商 中 打 响“ 政 协 品

牌”；坚持加强自身建设，在提升能力中树
立“政协形象”。
姬兆亮指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赶考路上，我们将努力交出一
份无愧于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
愧于人民、无愧于引领区的
“政协答卷”
。
应邀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共浦东新区
区委、区人大、区政府（自贸试验区管委
会）、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的有关领
导，
区人大、区政协部分老同志。
应邀列席会议的有：浦东新区六届政
协主席会议成员、副秘书长、各专委会负责
人，
中共浦东新区区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
浦东新区统战系统团体组织负责人。
浦东新区各部委办局、各人民团体、自
贸试验区管委会各管理局，
各直属机构，
各
直属企业和各街镇等负责同志，
以及浦东新
区督查专员、浦东新区六届政协常委、浦东
新区第九批援藏干部领队也应邀参加会议。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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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新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1 月 13 日选出：
上海市浦东新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田春华
上海市浦东新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刘宇青 李国华 黄 宏 马嘉楠（女，满族） 倪 倩（女）
现予公告。
上海市浦东新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2 年 1 月 13 日

上海市浦东新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1 月 13 日选出：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区长：
杭迎伟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董依雯（女） 杨 朝 马雪波 吴 强 晏 波 左轶梅（女） 毕桂平 吕雪城
现予公告。
上海市浦东新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2 年 1 月 13 日

中国船舶集团交出 2021 年亮眼成绩单

上海新增
一处中风险地区

接单超 1300 亿元 三大指标居全球第一
■本报记者 杨珍莹 通讯员 何宝新
记者1月12日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
司了解到，
其2021年全年经营承接、
完工总
量和手持订单三大指标位居全球第一。
据统计，2021 年中国船舶集团经营
承接 1301.5 亿元/2598.4 万载重吨，完工
交船 206 艘/1708.1 万载重吨，手持订单
4195.3 万载重吨，不仅超额完成年度指
标，而且分别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21.5%、
20.2%、20.5%（以载重吨计），位居全球各
造船企业之首。其中经营承接合同金额
比年度计划翻了一番，创下自 2008 年以
来的最新纪录。

国产大型邮轮 2 号船
计划今年下半年开工
中国船舶集团去年经营生产工作呈
现出多点开花、齐头并进的良好态势，产
品结构持续优化，高端船型不断涌现，重
大工程进展顺利。
备受关注的中国船舶集团“一号工
程”——中国首制大型邮轮于 2021 年 10
月 18 日在外高桥造船实现全船贯通，全
面转入全船内装工程新阶段。同年 12 月
17 日，又实现了坞内起浮的里程碑节点，
标志着该工程从结构和舾装建造的
“上半
场”全面转段进入内装和系统完工调试的
“深水区”，向着 2023 年 9 月完工交付的总
目标又迈出了关键一步。
值得关注的是，国产大型邮轮 2 号
船建造合同生效，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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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制大型邮轮。
▶23000TEU 双燃料动力集装箱船。
□中国船舶集团 供图
工，届时将呈现大型邮轮双船建造的壮
观场面，助力中国大型邮轮全产业链的
建设。
敏锐把握箱船市场向好契机，
中国船
舶集团大单接踵而至。2021 年先后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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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入法国达飞、瑞士地中海、加拿大塞斯
潘等国际班轮巨头的批量集装箱船订单，
特别是与法国达飞签订了 22 艘箱船订
单，总价超 150 亿元，刷新国内最大单笔
船舶订单纪录。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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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

风力 3-4 级

据统计，
中国船舶集团全年累计承接
大型集装箱船合同金额超过 680 亿元，占
到全球市场份额的 33%，进一步夯实了中
国船舶集团市场领先地位。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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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琪）昨晚 8 点，上海
举行第 110 场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市卫
生健康委、市民政局、静安区相关负责人及
有关专家介绍情况。
市卫生健康委通报：在对 1 月 11 日本
市报告的 1 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的相
关隔离管控人员例行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
测中，发现 5 名检测结果异常人员。市、区
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机制立即启动，全面开
展流行病学调查、相关人员排查、采样检测
和防控管理，落实相关场所及环境终末消
毒等防疫措施。这 5 人均已转运至上海市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要
求，经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研究决定，将确诊病例的工作
地静安区静安寺街道愚园路 228 号列为
中风险地区，上海市其他区域风险等级
不变。
这波疫情由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引
发，现在上海要求入境人员 14 天集中隔离
之后 7 天居家健康监测期间，严格遵守非
必要不外出及“六个不得”，如果相关人员
在 14+7 期间违反了这些规定，将依法依规
采取哪些惩戒措施？市民政局回答：一是
追究法律责任。对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
配合国家和本市依法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
的，
有关部门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
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追究其法律责
任。二是进行失信惩戒。根据《上海市公
共卫生应急管理条例》相关规定，
将入境人
员违反居家健康监测规定的信息向本市公
共信用信息平台归集，并依法采取惩戒措
施。三是曝光违规行为。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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