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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

海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三次会

议将于今天正式开幕，昨日举行

预备会议，记者上午就赶到了会

议举办地，查阅提案时发现委员

们已经提交了 200 多件提案，提

案数量还在陆续增加中。

提案关注面十分广泛，《关

于推进临港新片区建设，加快构

建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的建议》《关于对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建设生态绿色环境

的建议》《关于优化上海营商环

境，促进上海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的建议》，临港新片区、长三角一

体化、优化营商环境，这些都成

为政协委员们关注的焦点。

《关于城区老旧小区改造的

建议》《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市家

庭医生3.0版建设的建议》《关于

减轻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的建

议》，医疗、教育、老旧小区改造，

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话题更为委

员们所关注。

刷屏，这个词的另一个意思

是“关注”。青年们刷屏的热门

话题，也在政协委员们的提案中

有着体现。

本报曾推出过“我在上博修

文物”系列报道，引发过高度关

注，为解决文物修复人才奇缺的

现状，民进上海市委就提交了

《关于加快本市文物修复人才队

伍建设的建议》的提案。

真人秀是青年人爱看的节

目形式，这些年真人秀大批量出

现，也必然导致了竞争的激烈。

走偏门、求角度，导致了高以翔

悲剧的出现，但真人秀该如何进

行安全规范？委员姚俭建就在

提案《关于对涉及野外生存、高

难高危内容的“真人秀”等娱乐

性节目录制实施安全性评估与

保障的建议》中，建议建立准入

制度、实行安全责任制等。

前不久，《一位体育老师卑

微的聊天记录》也曾刷屏，在其

中，他的体育课不断被其他老

师“侵占”，引发热议。学校体

育课到底有多重要，其实上海

的学校颇为重视，但同时也面

临师资不足的问题。市政协体

育界提交的《关于多方施策破

解中小学体育师资缺口难题的

建议》就给出了多条改革建议，

比如实行体育院校学生的“实

习基地”制度等。

此外，政协委员、围棋名将

芮乃伟九段昨天也现身预备会

议的分组讨论，她的提案是《关

于推进“围棋进校园”活动的建

议》，她列举了棋类运动的各种

益处，对孩子们的关心，情真意

切。

预备会议前是委员报到、分

组活动，离报到时间还有 40 分

钟，在共青团、妇联、青联界别会

议室里，一些“心急”的委员已经

到达。姜雪峰委员就提前了 35

分钟达到会议室，今年他依然关

注教育和科技。他觉得，每年一

次的市两会关系国计民生、关系

上海发展，也关系市民社会生活

的点点滴滴，他期待通过市两

会，与其他委员一起积极建言献

策。

随着市两会的召开，期待委

员们的建言献策，为改革发展出

力，为民生谋福祉。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陈宏

本报讯 新年伊始，市政府
向社会公布2020年市政府要完
成的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实
事项目。

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
务，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把满足市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工作目标，着力推进
2020年市政府实事立项工作，持续
增进民生福祉，努力提升市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按照应勇市长“看得见、摸
得着、能感受、更实在”的实事立
项工作要求，2019年四季度起，

市政府办公厅会同有关单位深
入一线、深入实地开展调研，广
开渠道、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
议，反复协商形成了2020年市政
府实事项目方案，已于目前经市
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2020
年市政府实事项目共安排十方
面、27项目标任务，体现了四个

方面特征：一是聚焦“老小旧
远”，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二是坚持扶弱助困，着力优
化完善公共服务；三是消除城市
运行“痛点”，着力提高城市管理
精细化水平；四是响应健身运动
和休闲需求，着力提升群众生活
品质。

民盟市委集体提案：
打造“智慧型教师”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AI时
代的到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变革，对教师信息素养提
出了新要求。在今年的上海两
会上，民盟市委将提交一份《关
于健全中小学智慧型教师专业
发展支持服务体系的建议》的集
体提案，对如何打造“智慧型教
师”给出了一些建议。

在民盟市委看来，当前，教
师应用信息技术改进教育教学
的意识和能力普遍有了提高，但
仍然存在着信息化教学创新能
力不足，支持服务体系不够健全
等问题；健全支持服务体系，加
快智慧型教师队伍建设变得十
分迫切。

民盟市委针对本市健全中
小学智慧型教师专业发展支持
服务体系，提出以下建议：加强
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将智慧
型教师的培养作为队伍建设的
重要内容来抓；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加强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测评。

2020年上海市政府实施项目公布，共安排十方面27项

提升生活品质 解决群众“急难愁”

为青年民生奔波 委员们起得早、赶得急

[实地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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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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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透·两会提案

政协委员联名提案
为中福会少年宫
再新建一座东宫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我
们这一代人从小是在中福会少
年宫长大的，少年宫的艺术教育
是陪伴人的一生的。但目前其
硬件已远远不能满足上海乃至
周边小朋友的艺术培训的需
求。”在昨日的上海两会现场，

“眼镜哥哥”金炜忍不住发声，和
另外两名市政协委员方玥、程蔚
蔚联名提交了一份《关于建设

“宋庆龄国际青少年中心”》的提
案。“目前上海就一家市级层面
的少年宫，即中福会少年宫，中
福会很感谢我们的提案。今天
我刚刚交了提案，坐等相关部门
回应。”

“现在，中福会少年宫的很
多课程都是秒杀，很大的原因是
因为地域和空间的局限性，招生
人数不能过多。”也因此，金炜建
议，在原本的中福会少年宫外增
加一个全新的宋庆龄国际青少
年中心（简称中福会少年宫东
宫）。

“当下，少年宫的供给能力
与广大市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
校外教育的需求之间形成了严
峻的供需矛盾，亟待解决。他还
透露说，此前已有很多市民多次
通过市民热线反映中福会少年
宫“报名难”问题。

金炜还建议，将“宋庆龄国
际青少年中心”选址于上海滨江
沿线，体现城市气质，交通便捷，
便于形成集聚效应和窗口效
应。

青年报记者 范彦萍 实习生 姚
文卓

本报讯 昨日，市政府新闻
办举行了2020年新年的首场“每
月一访”活动，踩点的第一站是
本市“区级公建养老机构社会化
运营模式”的标杆项目——北桥
老年福利院。

据福利院的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该院正准备在户外打造近
3000平米疗愈花园（预计2020年
5月份前完工），将自然环境与五
官感受相结合，采用芳香疗法、
宠物疗法、色彩疗法等方式，鼓
励认知障碍长者走进自然，参与
栽培、施肥、采摘等园艺活动，通
过感官刺激提高运动能力，享受
自然，放松心情。

走访的第二站是延天绿地
市民篮球场，这是一家试点智能
化改造的球场。

依托互联网+体育的创新服

务模式，目前，全市9个区已有56
家这样的共享运动场。目前小
程序的下载量超过2万次，服务
用户超过10万人次。

最后，记者一行来到了浦东
望江驿。黄浦江东岸22公里滨
江公共空间2017年底贯通开放，
形成220公顷滨水公共空间，实
现了还江于民、还岸线于民、还
景于民。前阶段，面对东岸滨江
日益多样的游憩需求，东岸滨江
贯通空间进一步优化，功能进一
步提升，建成了 22 座东岸望江
驿，在此基础上叠加文化功能。

据悉，东岸滨江贯通开放
后，结合市民游客，尤其是老中
青幼年、步行者与骑行者等不同
人群，望江驿提供更实际多元服
务，如休憩、书籍、直饮水、自动
售卖机、雨伞、充电宝、储物箱、
医药箱、自行车停车等。入口处
亦设有无障碍通道，以使来访者
获得最佳体验。

全方位的幸福感正在形成

据测评，2019年度市政府实

事项目的市民满意度总平均分

为91.97分，较去年提高0.95分，

再创历史新高。2019 年上海市

政府实事项目共安排了10方面、

28项，都已经圆满完成，其中有

25项超计划完成。同时2019年

实施项目的圆满完成也对 2020

年各项目的实施目标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2019年市政府实事项目市民满意度再创新高
[相关新闻]

新增7000张养老床位；新建50家社区综合为老
服务中心；新增200个社区老年助餐场所；改建2000
张认知障碍照护床位。

开设600个上海市小学生爱心暑托班；新增50
个普惠性托育点。

完成9万户居民住宅老旧燃气立管改造；为50
栋高层住宅建筑和50个老旧居民小区实施消防设
施增配、更新或改造。

完成3.5万户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改造；完成
2000名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帮助8000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业创业；培训
家政持证上门服务人员4万人。

升级300家“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为本市2万名
听力言语障碍残疾人提供通信优惠套餐服务；新建11
个医疗急救（120）分站；增设100家智慧健康驿站。

为500个住宅小区新增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在
100个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增加居住证等快速办理
服务。

完成中心城区11条道路积水改善工程；推进
50处道路交通拥堵点改善；推进65条公交线路实现
中途站点实时到站信息预报服务；在中心城区大型
公共场所及道路新增100个出租车候客点。

新建改建100条市民健身步道；新建改建500个市
民益智健身苑点；新建改建80片市民多功能运动场。

建成绿道200公里；黄浦江两岸滨江公共空间
新建改建9个“望江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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