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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意进取、善作善成，为创造新时代上海发展新奇迹而努力奋斗

区十六届人大七次会议胜利闭幕
吴信宝强调，这更是一次团结一心、继往开来的大会。
在新的一年，
衷心希望广大人大代表进一步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坚守人民立场，团结全区人民以更饱满的热情、更坚
定的信心朝着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希望区人大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
大力开展工作，
为全区各项事业发展作出重大贡
献。区委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区人大工作，真正做到思
想上重视、工作上信任、决策上尊重，为人大和人大代表开
展工作营造更加良好的氛围。
吴信宝强调，目标催人奋进，奋斗铸就辉煌。让我们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锐意进取、善作善成，为开创虹口
更加美好的明天，为创造新时代上海发展新奇迹而努力
奋斗！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追求卓越、富于创造，切实凝聚起新时代虹口发展的磅礴力量

区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胜利闭幕

个出租车候客点

本报讯（记者 齐传彬）一块橙色圆
牌高高竖立，醒目的“TAXI”字样旁配有
专属停车泊位……记者近日从区建管委
获悉，
像这样的出租车候客点，本区去年
累计增设 15 个，有效缓解了出租车车辆
空驶、上下客停靠难、司机如厕难等实际
问题，圆满完成年度出租车候客点建设
实事任务。
上海开展交通大整治以来，中心城
区几乎所有的主干道都被划上禁止停车
的黄色标线，
机动车不能随意停靠，路面
通行情况虽然得到有效改善，但却引发
了出租车空车行驶比例增高的问题。同
时，这一度让习惯了“随叫随停”的出租
车司机和乘客都十分不习惯，部分司机
为了避免停靠黄线被电子违法监控拍
摄，
常常选择在有车辆出入的小区、单位
门口上下客，
反而增加了危险。
针对这一情况，
区建管委、区交管中
心以全市统筹规划并加快建设出租汽车
候客泊位和停靠点为契机，考虑公交车
站及相关主干道路的停靠条件，在实地
踏勘和打车软件数据分析的调研基础
上，
合理划设区域，
方便巡游式出租车短
时间内停留候客，减少车辆空驶，
提高运
营效率。
同时，在人流较密集的医院、主要商
圈及大型居住区进行排摸设点，引导乘
客和司机逐步使用站点候车载客。
“能有
站点候客是一件好事，既不用一直‘扫马
路’，降低油耗，又能停车出来简单活动
一下，
也更加方便市民打的，一举多得。”
从业十余年的出租车司机李洋说。
记者了解到，与以往的出租车候客
点建设不同，此次新增的 15 个候客点还
将配备智能叫车服务系统，乘客只需按
下候客点立柱上的叫车按钮并点击确
认，市级交通调度平台就会向周围空驶
的出租车发布叫车信息，
快速配对，进一
步提升乘客叫车体验。如果系统调试顺利的话，将会在今
年上半年正式上线运行。
区建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出租车候客点的梳
理、设置工作仍会继续进行，并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点
位 的 数 量 和 位 置 ，届 时 将 第 一 时 间 向 市 民 发 布 最 新 信
息。此外，也提醒过往私家车，出租车候客点是特许停靠
区域，其职能与公交车专用车道类似，请勿“趁机”占用出
租车候客点的停车泊位，否
则交警部门将按违法停放
实事在身边
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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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信宝代表中共虹口区委在会上讲话。他指出，在全
体政协委员和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区政协十四届四次
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大会期间，全体政协
委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聚焦全区经济社会各
项事业发展，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充分展现了政
协委员胸怀大局、共谋发展、情系民生的真挚情怀。
吴信宝强调，站在新的起点上，要追求卓越、富于创
造、狠抓落实、善作善成，切实凝聚起新时代虹口发展的磅
礴力量。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奋力闯出一片新天地。
要拥抱变化、赢得未来，创造虹口发展新奇迹。要只争朝
夕、干字当头，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要攻坚克难、
久久为功，以不凡业绩走在时代前列。
吴信宝指出，新的一年，希望区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为工作主线，围绕改革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围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组织高质量视
察，开展高质量调研，提高民主监督实效，帮助党委政府优
化决策、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区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区
政协开展工作，积极为政协工作创造良好条件，自觉接受

政协民主监督，让政协建言渠道更畅、出力更有舞台。
石宝珍在闭幕词中指出，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做好今年的工作，使命
光荣、意义重大。她强调，要多措并举加强政协党建，做
好思想政治引领；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中心建
言资政；要夯实基础推进队伍建设，提升能力履职尽责。
在新的一年中，区政协将在中共虹口区委的坚强领导下，
带领全体委员扎实做好区政协“攻坚年”各项工作，在新
的起点对标一流、奋楫争先，为虹口全面开创高质量发展
高品质生活新局面，为创造新时代上海发展新奇迹做出
更大的贡献。
会上对区政协先进专委会、先进街道活动组、优秀委
员、优秀提案、优秀社情民意信息特别奖和优秀社情民意
信息进行了表彰。
闭幕式大会前，经无记名投票选举，增补杨利、张青、
张家美、俞慧芳、姜卫、谈佩文、戴嘉怡七位同志为区十四
届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部分常委进行述职。
会议期间，收到提案 139 件，经审查立案 128 件。
下午 15 时 35 分，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

2020 年区政府实事项目计划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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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100 张养老床位（最终以市政府下达目标
数为准）
；
新增老年人日间照护机构4家
（最终以市政
府下达目标数为准）
；
新增7个社区老年助餐场所
（最
终以市政府下达目标数为准）
；
改造认知障碍照护床
位60张
（最终以市政府下达目标数为准）
。

开展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最终以市政府下达
目标数为准）；开设 24 个上海市小学生爱心暑托
班；创建儿童友好社区。

结合美丽家园开展综合整治，各类旧住房修缮
面积不少于80万平方米；
推进多层住宅加装电梯；
为
住宅小区新增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最终以市政府
下达目标数为准）；完成 30 台 2005 年以前投入使用
的老旧住宅电梯安全评估，完成 150 台 2005 年以前
投入使用的老旧住宅电梯和部分重点公共场所电梯
配备远程监测装置
（最终以市政府下达目标数为准）
。

为高层住宅建筑和老旧居民小区实施消防设施
增配、
更新或改造
（最终以市政府下达目标数为准）
；
为 2 万户老旧小区居民及弱势群体家庭发放逃生急
救包。

结合完善各街道市民驿站功能，新建虹口区智
慧健康驿站 2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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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彩虹湾菜场；完成居住区可回收物服务点
的质量提升（最终以市政府下达目标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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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 800 人成功创业，其中青年 400 人（最终以
市政府下达目标数为准）；帮助 520 名长期失业青年
实现就业创业（最终以市政府下达目标数为准）；年
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市政府下达目标数以内
（最终以市政府下达目标数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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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舟山路
（东余杭路～唐山路）
道路积水点改
善工程；
完成公交港湾式车站改造工程
（最终以市政
府下达目标数为准）；完成出租车候车站点建设（最
终以市政府下达目标数为准）
。

新建 4 条市民健身步道（最终以市政府下达目
标数为准）；新建改建 20 个市民益智健身苑点（最终
以市政府下达目标数为准）
；
新建改建市民多功能运
动场
（最终以市政府下达目标数为准）
。

闪晓虎 摄

本报讯（记者 殷建华 陆雪姣）
在区十六届人大七次会议第一次全体
会议结束后，1 月 9 日，区委书记吴信
宝，区委副书记、区长胡广杰，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吴延风，区委副书记洪流
等分别深入各代表团，参加对区政府
工作报告的审议。
各代表团审议现场气氛热烈，代
表们踊跃发言，纷纷围绕政府工作报
告谈体会、议发展、提建议。吴信宝、
胡广杰、吴延风、洪流等认真聆听、仔
细记录，并不时就共同关心的话题与
代表讨论交流。
吴信宝指出，2019 年是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虹口后的第一个完整工作年
份，
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
全区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攻坚克难、善作善成，
实现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城区面貌
持续改善，
旧区改造加速推进，
民生保
障水平不断提升，社会治理创新走在
前列，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圆满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创造出了新的不
凡业绩。
吴信宝强调，做好 2020 年工作意
义重大。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立足
区域实际，
把握城市治理基本规律，
全
面开创虹口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
局面。要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完善
“2+4+X”
现代产业体系，
全力打造
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和金融科技中
心的核心区，着力提升高端航运服务
功能，积极打造苏州河以北区域的商
业 商 贸 中 心 ，为 区 域 发 展 增 添 新 动
能。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做实
“1+4+
4”
招商体制和深化服务企业机制，
吸引
更多总部型企业、头部企业落地。要
全力推进旧区改造和城市更新，保留
城市历史文脉，提升城区品质品味。
特别是要充分认识到北外滩地区的极
端珍贵性和重要性，全力以赴推动能
级提升，
打造新时代都市发展新标杆。
胡广杰指出，
当前虹口正处于
“爬
坡奋进、滚石上山”的关键时期，虹口
的未来已来。2020 年要大力促进北
外滩发展，
增加资金投入、盘活老城区
资源、提高容积率、打造标志性建筑，
使北外滩成为黄金三角中体量最大的
一角，使北外滩成为新时代都市发展
新标杆。街道在招商稳商中要发挥更
大作用，
切实解决企业员工在住房、交
通、托幼托育等方面的问题。要立足
虹口文化大区站位，在犹太难民纪念
馆等一系列文化项目和活动的打造
中，
实现文化为魂，
以文化和教育点亮
虹口经济发展新的火花。
吴延风表示，新的一年要准确把
握新时代发展的历史方位，更加精准
把握内外部发展形势，继续发扬攻坚
克难的勇气，坚持不懈推进以北外滩
为重点的功能区建设，坚定不移推进
“2+4+X”产业体系构建，全力以赴推
进旧区改造，
进一步做实做好养老、教
育、卫生等民生实事，
为创造新时代上
海发展新奇迹贡献更多虹口力量。
洪流表示，2019 年的成绩来之不
易，
凝聚了全区上下的辛勤奋斗，
也为
“十三五”收官和
“十四五”规划编制提
供了战略支点。2020 年要珍惜历史
机遇，准确把握新时代发展的历史方
位，将北外滩打造成新时代都市发展
新标杆。

区政府工作报告

——

按下叫车钮即可打上车

本区新增

本报讯（记者 孙洁静）1 月 10 日下午，区政协十四届
四次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在区工人文化宫胜利闭幕。
闭幕式大会由区政协主席石宝珍主持。区政协主席
石宝珍，副主席张强、郭启文、高庆迁、徐爱娣、符杰普，秘
书长姜汉军及区政协常委在主席台就座。
应邀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的有中共虹口区委书
记吴信宝，中共虹口区委副书记、区长胡广杰，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吴延风，区委副书记洪流，区领导贺毅群、高香、王
智华、张伟、杨春花、吴强、竺晓忠、苗光辉、陈良、胡军、岳
彩新、李佳玉、谢榕榕、张清、周嵘、张雷、王宇展、曾国东、
杨鼎忠，区政协老领导葛文卿、许虎清、管维镛等。
会议通过了区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决议。会议号召，
区政协和全体政协委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共虹口区委的坚强领导下，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永不懈怠的精神面貌和一往无前
的奋斗姿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善作善成，为全面开创
新时代虹口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局面，为创造新时代
上海发展新奇迹，为推进人民政协事业新发展，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吴信宝参加分组审议。

区领导参加人代会各代表团审议，
吴信宝强调

虹口区 2019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0 年预算的决议、关于
虹口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虹口区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
决议。
区委书记吴信宝代表区委，对大会的圆满成功表示热
烈祝贺。吴信宝说，这是一次高举旗帜、凝聚共识的大会。
广大人大代表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
赋予的神圣职责，汇聚民心民意，积极建言献策，共商发展
大计，
为推动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吴信宝指出，这也是一次明确目标、催人奋进的大
会。大会期间，广大人大代表纷纷表示，必须牢牢把握市
委、市政府对虹口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乘势而上，拿出不
一般的举措、不寻常的力度，迅速打开局面，实现逆势飞
扬。

全面开创虹口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局面

本报讯（记者 张雯珵）上海市虹口区第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预定议程后，于 1 月 10
日下午在区机关大楼多功能厅胜利闭幕。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吴信宝、吴延风、洪流、陈良、胡
军、岳彩新、李佳玉、谢榕榕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会议由区
委书记吴信宝主持。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区领导胡广杰、石宝珍、贺毅群、
高香、王智华、张伟、杨春花、吴强、竺晓忠、苗光辉、张清、周
嵘、张雷、张强、郭启文、高庆迁、徐爱娣、符杰普、王宇展、曾
国东、杨鼎忠。
大会应到代表 277 名，
实到 252 名，符合法定人数。
大会先后表决通过了关于虹口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的决议、关于虹口区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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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关注
建成绿道 800 米；黄浦江两岸滨江公共空间新
建改建 1 个“望江驿”；新建立体绿化 2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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