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S 要闻

E-mail:gongshunqi@sina.com

一版责任编辑 / 郭皓

二版责任编辑 / 龚舜琦

浦东新区国家机构领导人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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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七届人大一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五次会议
本报讯 （记者 赵天予）1 月 13 日下
午，浦东新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五次会议。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大会议案审查委员
会关于代表议案审查意见的报告；听取了
关于各代表团审议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区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情况的汇报。
会议审议了关于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的决议（草案）、关于区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的决议（草案）、关于区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的决议（草案），决定提交各代表团审
议；
听取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计划草案报
告、预算草案报告修改情况的汇报。

朱芝松与田春华亲切握手。

□本报首席记者 黄日阅 摄

朱芝松与杭迎伟亲切握手。

□本报首席记者 黄日阅 摄

新一届区人大领导产生

新一届区政府领导产生

本报讯 （记者 黄静）1 月 13 日上午，区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
选举产生了浦东新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田春华，副主任刘宇青、李国
华、黄宏、马嘉楠、倪倩。

本报讯 （记者 黄静）1 月 13 日上午，区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会议选举产生了浦东新区区长杭迎伟，副区长董依雯、杨朝、马雪波、吴强、晏波、左
轶梅、毕桂平、吕雪城。

政协上海市浦东新区
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022年1月13日浦东新区政协七届一次会议闭幕会议通过）

朱芝松与姬兆亮亲切握手。

□本报首席记者 黄日阅 摄

新一届区政协领导产生
本报讯 （记者 张敏）1 月 13 日上午，区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举行选举会议，会议选举产
生了政协上海市浦东新区第七届委员会主席姬兆亮，副主席王小君、诸惠华、严伟、徐红、
赵立新，秘书长杨晔及由 69 位委员组成的区政协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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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玉箐（女）为上海市浦东新区监察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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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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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丹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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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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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东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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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2 年 1 月 9 日至 13 日举行。中共上
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朱芝松
等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听取会议发言，
参加专题会议，与委员们共商浦东发展
改革大计。
这次会议是在浦东新区全面开启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新征程的
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
听取并讨论杭迎伟区长所作的浦东新
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讨论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以及其他报告，对上述报告表
示赞同，并提出意见建议。会议审议通
过姬兆亮同志代表政协上海市浦东新
区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作的工
作报告，审议通过王正泉同志代表政协
上海市浦东新区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所作的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选举
产生政协上海市浦东新区第七届委员
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
会议听取了委员们对浦东新区政协
2022 年工作要点（草案）、协商计划（草
案）、监督计划（草案）、议政调研计划
（草案）的意见建议。经过与会人员的
共同努力，会议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
会议期间，委员们围绕浦东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聚焦深化产业链创
新链价值链融合、全力做强创新引擎、着
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加强浦东新区法
规建设、全面提升浦东软实力等主题，
深
入协商议政，
积极建言献策，
展现了新一
届政协委员的新气象、新作为。
会议认为，过去五年,全区热烈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改革开放 40 周年和浦东开发开
放 30 周年。全区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
记“三个在于”要求，勇担国家重大战略
使命，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取得重大突
破；
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核心竞争力不断
增强，
发展水平实现新跨越；
城乡环境显
著改善，
社会事业快速发展，
人民群众生
活品质有力提升。
会议认为，
过去五年，
政协浦东第六

届委员会及其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落实中央、市委、区委政协工作会议
精神，
在中共浦东新区区委坚强领导下，
勇于担当善于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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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增进团结和发扬民主相互贯通、
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坚持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推动政协事业不断发
展创新、凝聚共识不断激发新活力、协商
民主不断彰显新成效、基层协商不断呈
现新亮点、委员履职不断展现新风貌，
为
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
会议指出，今后五年是浦东全面打
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关键时
期，
必须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始终
把改革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始终把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第一追
求，
始终把抓好党的建设作为第一职责，
坚持以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
为主线，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在治理
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团结凝聚全区各党
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一起勇挑最重
的担子、敢啃最硬的骨头、争创更大奇
迹。
会议要求，新一届政协委员要激扬
建功引领区的精气神，把握新定位新使
命，
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按照
“懂政协、会
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
的要求，
全面增强履职能力，
聚焦全力做
强创新引擎、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深入推
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增强全球资源配
置能力、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目
标任务，
选准议题扎实调研，
深入协商参
政议政，
强化监督助推落实，
以优异的履
职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召开。
会议号召，浦东新区政协各参加单
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
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在中共浦东新区区委坚强
领导下，奋力创造浦东新区更高水平改
革开放的新奇迹！

《政府工作报告》名词解释
“金色中环”发展带：是浦东新区“十四五”时期生产力布局的重要发展
带之一，以中环线带动整体联动发展的沿线腹地。中环浦东段西起上中路
隧道，北至军工路隧道，全长约 29 公里，两侧 3-4 公里范围腹地合计约 108 平
方公里。沿线串联前滩中央活动区、张江城市副中心、金桥城市副中心 3 个
中心区，沪东船厂、张江集电港、御桥区域、新杨思地块和三林滨江等 5 个潜
力地区。

接单超 1300 亿元
三大指标居全球第一
（上接 1 版）

打造船舶工业领域原
创技术
“策源地”
记者了解到，中国船舶集团 2021 年
全年承接的近 300 艘船订单中，来自战略
客户、细分市场头部客户、长期合作的优
质客户比重达到 56%。主建船型承接集
中 度 约 87% ，承 接 中 高 端 船 型 占 比 达 到
75.2% ，修 载 比 达 到 0.40，创 历 史 最 佳 业
绩。
生产方面，该集团公司建造效率不断
提升，
多型高端船型集中交付，
提前一个月
完成全年生产任务，船海业务生产运行态
势持续向好。
如沪东中华和江南造船共交付 10 艘
超大型集装箱船，值得一提的是实现了全
球首创最大最先进 23000TEU 液化天然气
（LNG）双燃料动力集装箱船项目的完美
收官，进一步巩固了中国船舶集团在全球
超大型集装箱船市场的领先地位，标志着
“中国船舶自主研发+设计+经营+建造+
配套”模式的日臻完善。
。
中国船舶集团手持近百艘大型集装箱
船订单均已纳入看板管理，重点监控 6 家
船厂、2 家主机厂生产进度。截至目前，16
艘船处于生产建造阶段，其中，中国首制、
全球最大的 24000TEU 集装箱船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在沪东中华长兴造船基地一号
船坞出坞，为今年上半年完工交付奠定了
基础。
去年底，
中国船舶集团总部迁驻上海，
全面开启中国船舶集团扎根上海、更好服
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加快建设世界一流
船舶集团的新征程。
在新的一年里，
中国船舶集团表示，
将
聚焦主业实业，不断拓展船舶工业发展新
空间，
担当起船舶行业引领者、船舶工业现
代产业链“链长”职责；将加快科技自立自
强，
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全力以
赴打造船舶工业领域原创技术“策源地”，
当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力军。

上海新增
一处中风险地区
（上接 1 版）定期通报违反本市居家健
康监测的负面典型，
强化
“每个人是自己健
康的第一责任人”意识，
通过社会舆论督促
相关人员做好自律管理。
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邬惊雷表示，
当前，
全球疫情处于大流行状态，国内多地报告
本土疫情，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形势严峻
复杂。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之心，
紧盯
“入
城口、落脚点、流动中、就业岗、学校门、监
测哨”，把主动防控、科学防控、精准防控、
综合防控各项措施抓实抓细抓到位，织密
守牢疫情防控坚实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邬惊雷同时提醒，春节将至，人员流
动更加频繁，人群聚集风险加大。请市民
朋友们坚持防疫“三件套”、牢记防护“五
还要”，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出现发热、咳
嗽、乏力、嗅觉味觉减退等不适症状，请佩
戴医用口罩前往就近的发热门诊就诊。
同时，请尚未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市民，
特别是 60 岁以上老年人和 3-17 岁青少
年，抓紧完成全程接种。对于已完成全程
接种且满 6 个月的市民，请抓紧进行加强
免疫接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