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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长应勇在记者招待会上回应热点问题

对上海经济发展始终充满信心
昨天中午，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
上海市政府在世博中心举行记者招待会。上海
市市长应勇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中外媒体的
提问。包括经济发展、政府作风、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临港新片区、垃圾分类、科创板、营商环境、
一网通办、进博会、苏州河、公共文化设施、一网
统管等，应勇一共回答了 14 个问题。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今年上海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6%左右
人民日报记者：
目前看来，
外
增值税相关税率减收 1138 亿，
减
部经济形势仍然复杂多变，这种
少个人所得税 523 亿，
降低社保费
情况下，您对今年上海的经济增
率减收 320 亿，
降低经营服务性收
长是否仍然持乐观态度？上海市
费等减收 41 亿元。
将采取哪些措施稳增长、
稳预期？
按照十一届市委八次全会的部
应勇：你这个问题很大很重
署，
刚刚闭幕的市人代会确定了今
要。2019 年上海的经济运行延续
年全市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为6%左
了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
进中固稳
右。要实现这一目标，
需要付出十分
的发展态势。增长是稳的，在高
艰苦的努力。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
基数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
后，
2019年上海经济总量超过3.8万
下 ，全 市 生 产 总 值 预 计 增 长 6% 。 亿元，
现在GDP每增长1个点相当于
经济质量是好的，
结构持续优化， 10年前的2.5个点、
20年前的9个点。
现代服务业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
但是，
我们对上海经济发展始
重达到 72.5%；
战略性新兴产业制
终充满信心，
这个信心来自于有以
造业部分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产值的比重提高到 32.4%。
领导；
来自于全国经济稳中向好、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上
0.8%，
这是在大规模减税降费总额
海经济基本面也是好的；
还来自于
超 过 2022 亿 、减 少 地 方 收 入 788 “三大任务、
一大平台”
的重大机遇
亿、
影响地方收入增幅 11 个百分
和制度创新红利正在加速转化，
一
点的情况下取得的，这包括降低
批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在有效形成。

确保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您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表示今年
政府带头过
“紧日子”
。我们想知
道，政府的“紧日子”会不会让民
生保障支出也相应收紧？今年预
算报告中强调落实
“零基预算”
理
念，
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下一步又
将怎样落实？
应勇：由于大规模减税降费
等因素的影响，今年全市一般性
公共预算收入和支出安排与去年
基本持平。坚持以收定支，政府
要带头过“紧日子”，这不是权宜
之计。厉行节约、建设节约型政

府，
必须长期坚持，
这也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本色。面对财政收支紧
平衡，
我们要有保有压，
压的是政
府支出，今年部门一般性支出在
去年压减 10%的基础上，
再一律压
减 10%以上，
部门预备经费全部取
消，
并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
特别
是专项经费支出结构。要保的是
两个
“只增不减”
，
确保用于社保、
医保、
教育等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
减，
养老金、
低保等保障标准将继
续有所提高；
确保科技创新、
产业
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等增强城市发
展后劲的支出只增不减。

及时公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
路透社记者：我特别关注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现在听说北
京、
深圳已经出现相关病例。我想
问一下，
上海有没有确诊的病例，
现在有什么特别的应对措施？
应勇：最近国内有城市出现
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病
例，我们对此高度重视。根据国
家有关方面的要求，
市委、
市政府
责成市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

进行针对性的防治。我们目前加
强了对可疑病例的甄别和筛选，
对与可疑病例人员密切接触的人
员，采取了相应的防治措施。如
果发现确诊的此类病例，我们将
依法依规及时向社会公布。借今
天这个机会说一下，春节期间人
员流动性大，希望全社会都要高
度重视公共卫生，养成良好的健
康习惯，
共同做好防治工作。

应勇答记者问。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民生工作的“两个切实保障”必须抓好落实
东方卫视、新闻综合频道记
者：
2020 年是
“十三五”
规划的收官
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
年。请问应市长，
今年在民生保障
方面，
上海市民可以有哪些期待？
应勇：
上海在更高水平上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要体现在更多地保
障和改善民生上。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
也是政府的不懈追求。今年仍
要聚焦民生重点、
群众关切，
持续
用力。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有就业
就有稳定的收入。今年新增就业
岗位的目标与去年一样，还是 50

万个，
在工作中力争完成得更好。
对零就业家庭，继续做到出现一
户、
援助一户，
确保动态清零。
小 小“ 菜 篮 子 ”装 的 是 大 民
生。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城市和超
大城市，
主副食品供应是充足的，
有保障的。物价是重要的民生指
标。我们注意到，去年以来猪肉
等食品价格上涨较快，我们采取
了有力措施，效果是明显的。我
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强调，要
坚持落实“菜篮子”市长、区长负
责制，切实保障主副食品供应量
足价稳、优质安全、便利惠民，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
的基本生活。这
“两个切实保障”
必须抓好落实。
“老小旧远”
仍是民生工作的
重要着力点。这里我想重点讲一
下旧改工作。去年，我们完成了
55.3 万平方米，
2.9 万户成片二级
旧里以下房屋改造。今年的目标
是完成 55 万平方米、
2.8 万户。同
时，继续大力推进旧住房综合改
造，
引导支持多层建筑加装电梯。
总之，
对大大小小的民生实事，
我
们都要用心用情用力去办，
让城市
更有温度，
让人民更加幸福。

努力实现养老服务进一步增量提质
新民晚报记者：请问应市长
一个问题，
据我们所知，
上海市实
事项目连续多年新增养老床位以
及社区老人助餐点，有些老百姓
反映还是供不应求，请问下一步
上海在养老保障能力方面如何增
强，
有效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应勇：
家家有老人，
人人都会
老，养老服务事关千家万户。上

海历届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发
展养老服务。目前，全市已建成
养老床位超过 15 万张、
社区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 268 家、
社区日间服
务中心 720 家、
长者照护之家 180
家、
老人助餐场所 1020 个、
睦邻点
1744 个。下一步，
我们要持续用
力，
坚持医养结合，
动员更多的社
会力量，
继续推动机构养老、
社区

养老、
居家养老融合发展，
努力实
现养老服务进一步增量提质。今
年市政府实事项目已确定，
全市还
要新建 50 家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
200 个助餐场所、
7000 张养老床
位，改造 2000 张认知障碍照护床
位。同时，
深化长护险试点，
加强
养老护理员队伍建设，
更好满足老
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让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飞出新的“金凤凰”
新华社记者：上海去年出台
了支持临港新片区高质量发展的
50 条特殊政策，请问目前落地情
况和实施效果如何？为加快把新
片区建成特殊经济功能区和现代
化新城，接下来还将在哪些领域
重点推进？
应勇：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11 月提出增设上海自贸试验
区新片区，去年国家制定了临港
新片区建设的总体方案。去年 8
月新片区挂牌以来，各项工作紧
锣密鼓展开。我们细化落实总体
方案，
出台管理办法，
完善体制机
制，
制定实施 50 条特殊支持政策，
目前基本都已落地。国家层面的

相关配套政策制度也正加快推
进。5 个月来，
新片区已累计新设
企业 4025 家，签约重点项目 168
个、
总投资 821.9 亿元。
今年是新片区全面建设的第
一个完整年。我们将围绕“一个
总 目 标 ”，按 照“ 五 个 重 要 ”的 要
求，
加快推进，
力争尽快取得有显
示度、有影响力的实际成效。
“一
个总目标”
，
就是建设具有国际市
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特殊经济功
能区和现代化新城。
“ 五个重要”
就是去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上海时对临港新片区提出的要
求，即临港新片区要努力成为集
聚海内外人才开展国际创新协同

的重要基地、统筹发展在岸业务
和离岸业务的重要枢纽、企业走
出去发展壮大的重要跳板、更好
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通
道、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试
验田。
重点是把《总体方案》里明确
的 投 资 自 由 、贸 易 自 由 、资 金 自
由、
运输自由、
人员从业自由和信
息快捷联通等政策加快落地，加
快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加
大人才、资源要素及重大项目的
集聚和建设力度，使临港新片区
成为制度创新的高地、高质量发
展的新增长极，让这块寸土寸金
之地飞出新的金凤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