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杨委员代表团市委和青联界别发言
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集聚青春正能量

A03 要闻
2013年2月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陈多 美术编辑 施伟杰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郑杨用当下流行话语生动表示，
青年群体应展现推动上海金融中心
建设这一宏伟进程所需要的“ 青春正
能量”。

推进金融中心建设，人才是关键
和保障。良禽择木而栖，在境内外激
烈竞争的环境下，人才队伍建设如逆
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郑杨对培育
和建设青年金融人才队伍方面提出
了“ 一高一低”的建议：“ 一高”就是
要进一步吸引、培育高层次金融人
才；“ 一低” 即进一步降低各种税负
和成本，优化青年成长发展环境。

郑杨建议，要发挥上海金融机构
集聚、知名学府荟萃的优势，建议设
立金融教育专项基金，打造一批“ 金
融人才培训基地”和“ 高层次金融人
才创新创业基地”，培养一支本土化
与国际视野兼具的青年人才队伍。

此外，郑杨还呼吁要加大人才引
进的力度，积极吸引金融产品创新人
才来沪工作；要建立境内外交易所等
金融机构青年员工的交流互派制度，
通过“ 走出去”和“ 引进来”，学习借
鉴先进经验。

“ 要关心青年从业人员的生存
状况。”郑杨呼吁，降低“ 上海千人
计划”享受政策的条件门槛，继续建
设“ 金融人才公寓”，加大其医疗、
子女教育等福利支持力度，降低来
沪工作的各项成本。针对本市国际
学校数量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外籍
人才子女入学需求的现状，要积极
协调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要进一
步发挥金融青联、金融志愿者等青
年组织的作用，通过组织平台、桥梁
更好地吸引、凝聚、服务金融青年的
成长和发展。

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过程中，占沪金融业从业人员85%的青年群
体将贡献更多更大的力量与智慧。市政协委员、市青联副主席、市金融青联主
席、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郑杨在昨天市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的大会
发言中呼吁：创造更好环境，全面调动金融青年工作者的创新奉献热情。

本报记者 王婧

郑杨指出，当前，上海国际金融
中心建设面临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挑
战。从国际看，上海与纽约、伦敦等主
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仍然较大，韩
国首尔等新兴金融中心正迎头赶上。
从国内看，各类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层出不穷，上海的先发优势有所削
弱，发展任务日益紧迫。

为此，在金融行业发展方面，郑
杨提出了“ 一松一紧”的建议。

“ 一松就是要放松各类管制，优
化行业发展环境。”之前调研显示，青
年关注的行业发展突出问题反映在
税收、监管等方面。为此，郑杨呼吁，
在税收方面建议推动在沪开展金融
税制改革试点，先将营业税的税率从
5%降至2%，逐步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扩大到金融业，并适当降低所得
税率。在监管方面，建议推动在沪试
点金融监管制度改革，逐步将具体产
品和业务的审批转为备案制或注册
制，将监管重点转向对跨市场、系统
性风险的监测、预警和处置。

“ 一紧就是要加紧、加快金融创
新，提高行业竞争力。” 郑杨提出了

“ 强市场”、“ 扩机构”、“ 创产品”、
“ 稳开放”这四大建议。

在具体操作上，郑杨建议：允许
更多的境外金融机构参与上海金融
市场本外币交易，提升上海金融市场
的开放度和国际影响力，按照资金外

来外去的原则，在沪发展人民币离岸
业务，加快人民币在岸市场发展，丰
富境外人民币持有者的投资选择；大
力吸引境内外重要金融机构在沪设
立功能性总部，引进更多的国际知名
私 募 股 权 投 资（ PE）、 风 险 投 资

（ VC）等机构落户上海，适度有序发
展影子银行，并在发展中逐步引导、
规范；推出高收益债券，支持成长型
企业融资，适时自主发行市政债券，
实现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常规化、制度
化；在资本流出入信息监测及时有
效、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安排上海试
点部分资本项目可兑换，进一步促进
贸易投资便利化，有效集聚中外跨国
公司全球或亚太资金总部。

党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国内生
产总值要比2010年翻一番，上海在实
现这一目标的基础上，还将基本建成
国际金融中心。“ 对比香港、纽约等主
要金融中心的发展水平，上海金融业
要占到上海GDP的17%以上才行。粗
略计算，届时上海金融业增加值要达
到5800亿元，即今后8年金融业年均
增长率必须在11%左右，增速要明显
高于上海GDP的增长速度。” 郑杨表
示，全市金融青年将用自己的青春正
能量，奋发有为、持之以恒，决不放松
懈怠，勇当时代先锋，将上海国际金
融中心的宏伟蓝图早日变成美丽的
现实。

“ 一高一低”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 一松一紧”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食品安全
无小事。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杨雄前几
天在参加徐汇代表团审议时提及，要
建立健全食品安全隐患的发现机制，
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昨天，
正在世博中心列席“ 两会”的上海市
食安办主任阎祖强接受本报采访时透
露，目前已经组建了4000多名安全协
管员、信息员、宣传员的队伍，今年的
重点要培训这支队伍，增强其专业素
养，在最基层为守护我们的食品安全
编织一张更加扎实的网络。

“ 过去监管食品安全的责任更多
在市区两级政府，现在开始，镇(乡)政
府、街道办事处、居(村)委会都有明确
的职责要求。”阎祖强介绍，《 关于进

一步加强本市基层食品安全工作的
实施意见》去年底已经市政府同意后
下发，明确进一步加强基层监管网络
建设，推进食品安全工作重心、力量
配置下移，强化基层食品安全管理职
责，保障人民群众食品安全。

“ 我们还要紧紧依靠社区和乡村
食品安全专、兼职队伍，包括信息员、
协管员、宣传员乃至于志愿者的力
量。”在阎祖强看来，他们对基层情况
相对熟悉，希望通过培训，可以主动
发现食品安全隐患，对辖区内食品安
全相关信息进行排摸，重点加强对

“ 黑工厂”、“ 黑作坊”、“ 黑窝点”及
非法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排查，及时
发现并报告相关部门，排除食品安全

隐患; 配合开展与食品安全工作相关
的社会“ 大联勤、大联动”活动。

此外，这支队伍还会在搞好食品
安全宣传教育上发挥积极作用。利用
电子屏、宣传栏、黑板报、讲座、有线
网络、社区刊物及发放各类宣传品
等，开展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

据透露，今年的重点工作是加大
培训街镇综合执法部门和社区、乡村
食品安全专、兼职队伍，与此同时，辖
区的工商分所、食药监分所在第一时
间需要配给技术支持，予以执法查
处。“ 把问题发现在基层，也把问题解
决在基层，通过培训把发现食品安全
隐患的本领大大增强，这是最重要的
一点。”阎祖强说道。

健全食品安全隐患发现机制

组建4000多人队伍编织食品安全网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昨晚10点
57分，“ 90后”市人大代表、复旦大学
学生会主席孙晓雷完成了自己的第一
份书面意见———《 关于加强社会教育
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建议》。在电脑上
完工后，他通过电邮抄送给本报记者。

“ 我很想努力促成这份书面意见的落
实，真正为大学生就业做些实事。我也
很感激这些天来那么多代表对我的关
照，让我对今后五年的代表履职生涯
充满着期待。”孙晓雷坦率地说道。

每天坐班车途中也是“ 课堂”
从1月26日起，孙晓雷每天早上6

点起床，7点离开寝室，7点23分乘上
经停复旦大学正门口的两会班车赴
会。40多分钟的车程，让班车变身又
一个火热的编外会场。从PM2.5、异地
高考、老建筑保护与传承、“ 营改
增”，各种话题都会随着灵光闪现或
是移动电视上正播报着的“ 两会”新
闻而继续发酵。

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环境科
学与工程系副主任杨新也总是这部
班车的常客，这让孙晓雷乐呵极了。

“ 我有种在上特殊一课的感觉，他们
丰富的阅历和视野，看待问题的视
角，都让我觉得很兴奋。”孙晓雷毫不
掩饰高兴之情。

8点10分，乘坐这趟班车的代表
陆续在杨浦代表团第三小组会议室
入座，离正式会议的时间还有50分钟
时间，于是，大家总是又会继续聊聊
天、刷刷微博了解当日新闻，完善一
下书面意见和议案内容，时间一点儿
也不难熬。

“ 杨浦代表团第三组的代表们，
就像一个温暖的临时家庭，大家都很
照顾我，关心我回家的车票买好了没
有，在学校读什么专业。讨论中也经
常点我名，让我从一名学生的角度谈
谈看法，氛围很融洽，以至于班车虽
然发车时间很早，但我每天早上都很
期待去开会。”孙晓雷说道。

534个字，浓缩初任代表的责任心
早在会前的一次专访中，作为

“ 90后”的市人大代表孙晓雷就透露
自己的书面意见会圈定在大学生就
业及创业的领域。昨晚10点57分，他
终 于 完 成 了 自 己 的 第 一 份 书 面 意

见———《 关于加强社会教育促进大学
生就业的建议》。

其实，前几天他就有过一份初
稿，但是随着参会过程中渐入佳境，
以及连日来吸收了其他代表的意见
和建议，孙晓雷又重新换了角度，推
倒重来。包括标题也只有精简的534
个字，但字里行间，足见一位年轻代
表的履职态度和责任心。

在这份书面意见中，孙晓雷提
及，现代社会教育是学校教育、家庭
教育的有效补充，企业、社区、社会教
育机构通过灵活的形式，帮助青少年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促进其
全面发展。因此，也将为大学毕业生
就业起到重要作用。

为加强社会教育，促进大学生的
就业，孙晓雷提出两条建议：首先，以
上海转型发展为契机，在鼓励发展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设立大学生实践、
实习基地。鼓励引导大学生到相关企
业实习实践，培养大学生职业技能、
创新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学校、
企业、政府形成合力促进大学生就业
能力的提升。其次，社会教育机构应
面向初中生、高中生开展职业生涯规
划课程，并动员社会力量尽早帮助青
少年培养正确就业观，营造行业平等
的良好社会氛围。

感谢老代表给予的关心
“ 我在小组讨论和审议中曾提出

了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多代表的肯
定，也收到了很多建议，受益匪浅。”

作为最年轻的代表，孙晓雷始终谦虚
好学，会期中他直言受到了许多热心
代表的关怀和关照。

“ 杨新代表建议我，要兼顾好实
习培养专业技能和在校学习、研究的
关系，两者都很重要，但不能顾此失
彼。还有一位企业代表，在午餐时跟
我说，其实他们很缺大学生，但是招
不到人，因为企业不是很有名，待遇
没有大型企业或者跨国企业好，大学
生不愿意去，的确存在‘ 眼高手低’
的情况，大家的观点进一步丰富了我
书面意见的事实依据，以及所提建议
的科学性。”孙晓雷对此如数家珍。

此外，还有很多代表都会悉心给
予这名最年轻代表搭起使之成长的进
步阶梯。比如，资深代表厉明，这名已
经履职10年的代表就鼓励孙晓雷最好
先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做起，等经验慢
慢丰富了，监督调研多了，也可以在更
广的领域反映老百姓的心声。点滴指
点都给了孙晓雷无尽动力和欣喜。

“ 这些天来，我还有一个很强烈
的感受是，因为一直在学校，接触社会
有限，这次在讨论中见识到了如此多
元的社会，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沟通角
度、关心重点，医院、司法、城建、民企、
国企、科研、高校等等，大家为各行各
业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共同促进上
海发展，不同声音的交汇才能碰撞出
更多智慧的火花。”孙晓雷还表示，亲
身经历了这几天的选举，他也更直观
了解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比之前在
那些学习材料、书上学的要明白许多。

“ 90 后”履职记

坐班车途中也是“ 课堂”
首份书面意见534个字

1月27日，孙晓雷（ 中）和90后旁听市民交流意见。 本报记者 杨磊 摄

郑杨委员发言。 本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