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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广益谋发展 凝心聚力绘蓝图
——区十六届人大七次会议侧记
本报讯（记者 齐传彬 陆雪姣）1 月 8 日，虹口区第十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隆重开幕。在分组讨论会场，来
自各界别的人大代表们认真审议区政府工作报告，围绕经济
发展、民生保障、城区品貌等方面展开讨论，助力虹口实现高
水平高质量发展。

为优化营商环境出谋划策
区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过去一年，
虹口以改革的方法破解
难题，积极优化营商环境，在“一网通办”
“证照分离”、企业开
办等方面成绩斐然。如何乘势而上，进一步打造良好的区域
营商环境，
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不少代表提出了自己
的想法。
作为一名企业负责人，人大代表赵新红对虹口营商环境
的不断优化深有感触。他建议，政府今后在把握整体大局的
同时，也要讲究针对性，
对一些新兴行业有更深入的关心与扶
持。比如新能源汽车行业，
由于充电难问题，车辆的推广已经
遇到瓶颈，不少想买车的居民也因没地方安装充电桩只好选
择放弃。对此，他希望政府可以激活一些面积不大、相对闲置
的“边角料”场地，让负责充电业务的运营商去新建快速充电
站，进而吸引更多绿色环保企业在虹口不断
“深耕”，成为经济
的新增长点。
来自律师行业的人大代表郇恒娟说，营商环境本就是一
个软环境，
只有软环境提升了，越来越多的
“金凤”才乐意前来
“筑巢”，经济总量、经济密度才会提升。她建议，在优化营商
环境这一软环境时，虹口可以在完善人才服务体系、解决人才
居住问题等方面再下足功夫，帮助企业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让高端人才有实现更大价值的机会。同时，充分发挥大的律
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的作用，它们不仅汇集了
高端人才，在其业务往来中，也会接触相当多的大企业，政府
可以搭建平台，助推
“招大引强”工作的开展。
优化营商环境不仅要有深度、广度，也要紧紧抓住区域亮
点。人大代表许海南建议，
政府在将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建设
作为传统经济增长点的同时，要积极对接自贸区政策红利和
进博会的溢出效应，重点为新业态企业搭建平台，
实现区域经
济弯道超车。此外，充分发挥虹口文化资源优势，
推动文化产
业联动发展，
吸引外资企业入驻虹口。

多项民生工作备受关注
民生的事就是身边的事，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事。会场
内，养老、教育等成为人大代表们讨论的热点话题，也提出了
很多
“接地气”的意见建议。
虹口是上海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区，
人大代表们对虹口近
年来在养老方面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人大代表邵曙范说，
养
老床位的增加、
养老体系的不断完善，
这都表明政府在把养老工
作当作重要的民生事业来抓，
真真切切为人民谋幸福。对于今
后的养老事业建设，
他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 2020 年计划增加养
老床位100张，
希望适当提升目标数，
增强养老服务供给。二是
考虑各区之间老年人口、
经济体量的不平衡，
对养老服务供给进
行全市统筹，
进一步改善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
提高幸福指数。
市民驿站是养老事业的一大重要载体，2019 年，虹口出
台高标准建设导则，覆盖全区的 35 个市民驿站做到“6+X”功
能全面升级，建成 3 个示范性和 8 个标志性驿站，18 个驿站实
现全年无休，方便社区老人就近休憩养老。人大代表王燕华

建议，市民驿站今后可开展更多的嵌入式为老服务以满足各
层次养老需求，
增加体育活动类项目，
同时进一步优化社区食
堂建设，
打造更加完善的社区生活圈。
人大代表胡培华来自虹口实验学校，
作为教育界人士，
他对
虹口学区化、
集团化办学义务教育阶段覆盖率达到100%并向高
中延伸，
新优质学校集群发展总数达到 22 所的成就表示满意。
对于如何办好老百姓
“家门口的好学校”
，
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虹口应持续实施
“一校一策”
，
提升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水平，
推动高中教育特色多样发展；
全面强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完
善教育人才梯队，
满足广大居民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望。

继续加强城区品貌提升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民生工作稳步推进，城区“颜值”与
“品质”也日新月异。2019 年，虹口共完成旧改征收 6250 户、
17.5 万平方米，收尾交地 11 个地块，实现重大工程开工 106.6
万平方米、竣工 80.8 万平方米。
人大代表陆国强说，
旧区改造是虹口最大的民生、最大的
发展，
也是盘活老城区资源最大的着力点，
要全力以赴推进旧

区改造，
加快旧改收尾地块交地，
为虹口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
更优发展空间。他建议，政府将旧区改造和城市更新与产业
升级融合起来，
发挥更大能量。而随着城市更新改造，
虹口正
处在高质量发展的蝶变期，
要抓住战略机遇，
认真筹划谋划好
“十四五”规划，
为虹口未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长期在城建部门工作的人大代表杨栩，从平凉路/杨树浦
路区区对接道路竣工通车说起，谈到了今年将要全面开工的
曲阳路辟通（临平路-四平路）、公平路拓宽、北苏州路滨河空
间贯通提升等重大市政工程。他表示，一个区域的发展离不
开交通，
持续优化城区基础设施网络十分必要，
但配套设施完
善也要结合居民实际需求和生态环境问题，既让居民切身感
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好处，也为提升城区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提供坚实有力支撑。
同样在如何提升城区建设和管理方面，人大代表袁嘉伟
认为，要从区域的平衡、纵向的提升、横向的协调三个角度进
行思考，抓实抓好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增强城区能级和品
质；
积极学习借鉴外区好的经验和做法，
因地制宜创新工作方
式方法，
让老百姓有更大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区十六届人大七次会议收到议案6件
本报讯（记者 张雯珵）1 月 10 日，虹口区第十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胜利闭幕。在本次人代会
共收到区人大代表十人以上联名提出的议案 6 件。其
中，
涉及产业结构 3 件，
涉及文化事业 1 件，
涉及旧区改
造 2 件。
这些议案对全力推进虹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
主动对接三项新的重大任务，
更好地服务国家和全市发展大局，
进一步助推
“十四五”
规划科学编制，
强化民生保障，
促进经济、
社会各项事业
协调发展等方面，
提出了具有较强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
见和建议。最终确定了3个议案作为本次大会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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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重点难点 竭诚尽智谏言
——区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侧记
本报讯（记者 孙洁静）虹口如何深化推进，打造“5G
综合应用先导示范区”？
“一老一小”需要什么，政府该如何进
一步优化为老服务和医疗卫生体系？在区政协十四届四次
会议的分组讨论会场里，来自各界别的政协委员们畅所欲
言，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加快推进 5G 应用落地
过去一年，在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的大背景下，虹口区全力加快新一代信息基础建设，并成功
建成“全球双千兆第一区”。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虹口
区将把握新一轮产业变革机遇，积极打造 5G 综合应用先导
示范区，同时也将加快发展 5G 及相关产业。这一信号，在政
协委员中引起热议。
政协委员周伟表示，通讯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极其重
要，以前通讯只是辅助手段，现在很多生产、应用都与通讯技
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如何加快推进 5G 应用的实际
落地，把它和企业的生产、经营以及创新发展融合在一起，才
是 5G 发展的中心的要义。
政协委员盛瑛表示，听了《区政府工作报告》以后，对虹
口未来发展更加充满信心。虹口已经把科技创新融入到发
展的重要议程中，相信在 5G 的大应用环境下，城区治理会得
到大幅提升。

区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收到提案139件

“一老一小”受到关注
作为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区域，近年来，虹口区不断增强
养老服务供给，仅 2019 年全区就新增养老床位 209 张，长期
护理保险服务惠及 3.1 万老年人。然而，在硬件设施不断提
升的同时，
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缺口大的问题也逐渐显现。
政协委员张莉颖表示，虹口区老年人口多，现在随着长
期护理保险的推出，需要家庭医疗照护的老年人越来越多，
因此，居家和机构养老越来越受欢迎。但是专业的护理人员
非常紧缺，希望虹口区能够和一些外省市的贫困地区结对，
定向发掘劳动力，提供相应的扶贫培训，为虹口输送一些专
业护理人员。
政协委员张建明则格外关注区内医院的儿科建设。他
表示，近年来，虹口区域医疗卫生体系持续完善，但在儿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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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方面仍存在短板，建议进一步从加强人才培养等方面着
手，
提升区域医疗机构儿科的服务能级。

“北外滩”成为高频词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20 年，虹口区将全力推进以北外
滩为重点的功能区建设，努力打造新时代都市发展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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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
政协委员们也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政协委员王琴兰建议，在加快推进北外滩市容市貌、交
通设施等建设的同时，也应在北外滩区域注入更多的文化元
素，
让其成为向世界展示上海经典的新品牌。
据悉，去年区政协委员围绕虹口经济高质量发展、城区
治理现代化水平提升、社会事业发展和民生保障等重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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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陆强）截至 1 月 9 日 11 时，区政协十四
届四次会议共收到提案 139 件。其中，立案 128 件，不立
案 11 件，个人提案 120 件，集体提案 19 件。提案内容主要
涉及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区治理
现代化水平、改善虹口人居环境、服务和保障民生、推进
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等方面。
据了解，在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委员们紧紧围
绕虹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心工作和群众关心
的热点难点问题，精心选题、深入调研、充分发挥界别优
势和专业特长、积极运用提案形式履行职能。这次收到
的提案议题广泛，内容丰富，建议具体，充分体现了委员
们饱满的政治热情和不断提高的参政议政水平。
作，通过提案积极建言献策，区政协共立案提案 196 件，收到
社情民意来稿 668 件，区政协采用 439 件，市政协采用 78 件，
其中《关于进一步完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的建议》等 38 件由
市政协报送全国政协，
推动了相关问题的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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