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个走在前列：指要在解放思

想、改革开放上走在前列，要在创新

驱动发展上走在前列，要在创新社

会治理、改善民生上走在前列，要在

从严管党治党上走在前列。

河长制：指由各级党政主要负

责人担任“河长”，负责辖区内河流

的管理和保护工作。

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一线放开，

指货物和服务等要素在境外和海关

特殊监管区之间可自由流动，免于海

关常规监管。二线管住，指货物和服

务等要素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和境内

其它区域之间流动要实行严格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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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国家机构领导人选出

■本报记者 徐阳 浦东报道

1月11日上午，区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

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区六届人

大常委会主任田春华，区六届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袁胜明、庄品华、谢毓敏、周奇、陈红专。

新一届区人大领导产生
■本报记者 徐阳 浦东报道

1月11日上午，区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举

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浦东新

区区长杭迎伟，副区长姬兆亮、陆方舟、张玉

鑫、李国华、王靖、徐长华、管小军、陈希。

新一届区政府领导产生

新一届区政协领导产生

■本报记者 徐阳 浦东报道

1月11日上午，杭迎伟当选浦东新

区区长。当选后第一时间，他接受了

《浦东时报》的采访。

杭迎伟说，感谢大家的信任，选

举我担任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区长、选

举我们九位同志组成新一届区政府

领导班子。我们深知这份信任凝聚

着全区五百多万人民的期待与重托，

这既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

责任！

杭迎伟指出，浦东开发开放是一

项跨世纪的国家战略，经过二十多年

的建设，浦东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

的窗口”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

影”。现在，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

手里，责任重于泰山，新阶段的浦东开

发开放，任务更加艰巨、使命更加光

荣。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感到前所

未有的紧迫感，浦东美好的未来需要

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我们将在市委、

市政府和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

大、政协的监督帮助下，紧紧依靠全区

广大干部群众，恪尽职守、务实担当，

努力在全国全市的发展格局中奋勇率

先、走在前列。

一是坚持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

政府。我们必须把权力置于法律制约

下，把依法合规作为工作的首要前提，

在法律框架下做好政府管理服务。

二是坚持民生优先，更加注重群众

感受。我们将持续加大民生和社会事

业投入，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拥有更

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是坚持深入基层，加大一线工作

力度。我们要事不避难、勇于担当，到

基层和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到矛盾最

集中的地方去，到工作难度最大的地方

去，通过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来推动发

展、促进和谐。

未来五年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浦

东？杭迎伟表示，当前，浦东的发展进

入了新阶段，浦东既肩负着自贸试验区

和科创中心建设两大国家战略任务，又

承担着推进“四个中心”核心功能提升

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责任。上个

月召开的新区党代会为浦东下一步发

展描绘了宏伟蓝图，我们将按照韩正书

记对浦东提出的“四个走在前列”的新

要求，努力打造一个“开放、创新、高品

质”的浦东。

未来的浦东，是开放的浦东。我们

将以深化自贸试验区建设为核心，全面

推进改革开放，努力成为连接世界、走

向全球的桥梁和纽带。当前，我们要在

自贸试验区三周年总结评估的基础上，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继续解放思

想、勇于突破，对照最高标准、查找短板

弱项，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以建设

高度开放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目标，为

国家推进自由贸易战略、参与全球经济

治理探索新路。

未来的浦东，是创新的浦东。我们

将全力以赴建设科技创新中心，聚焦张

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加快建设张江

科学城，推动创新要素集聚、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优化创新创业环境、汇聚天

下英才，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为浦东

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

未来的浦东，是高品质的浦东。城

市建设是高品质的，更加突出内涵发展；

城市环境是高品质的，更加突出生态宜

居；居民的生活是高品质的，更加突出便

捷，实现更高水平的城乡发展一体化。

展望未来，我们对浦东充满信心，

我们有理由相信浦东的天会更蓝、水会

更绿、人民生活会更加美好。

上海市浦东新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17年1月11日选出：

杨玉俊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

请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现予公告。

上海市浦东新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17年1月11日

上海市浦东新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17年1月11日选出：

张斌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院长。

现予公告。

上海市浦东新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17年1月11日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三号）

按照《政协上海市浦东新区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主席、副主席、秘

书长和常务委员候选人得到的赞成票均已超过全体委员的半数。具体选举结果如下：

严 旭同志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浦东新区第六届委员会主席；

王正泉、唐石青、顾建钧、徐 红4位同志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

浦东新区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

奚德强同志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浦东新区第六届委员会秘书长。

常务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兵 于 明 马 辉 马晓勤 王 浩 王 燕 王宁琴

王均豪 叶国标 田红菊 付 军 朱 云 朱亚军 朱明华

朱忠文 朱忠民 庄振文 刘 菲 刘建平 闫晓慧 江 泉

孙 毓 孙万驹 孙敏杰 严 峻 李 萍 吴 毅 吴 燕

吴方泽 吴敢峰 沈翡文 张少波 张佩娣 张敬明 张登海

陆天一 陆敬波 陈 磊 邵永飞 邵惠平 武维华 林小红

易国勇 金 虹 郑 苏 单福良 封晓骏 赵 靖 胡秋秋

姜 宁 姜 韧 姜 琦 费铮翔 姚 捷 倪云华 徐 葭

徐建刚 高海祥 唐 雯 谈剑峰 黄兆强 黄恃鑑 黄锦海

常兆华 梁春立 葛四平 蒋 海 程晓明 童自强 薛志明

共70位同志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浦东新区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浦东新区
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四号）

杭迎伟接受记者采访

按照“四个走在前列”要求
建设“开放创新高品质”浦东

■本报记者 张敏 浦东报道

1月 11日下午，浦东新区第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五次会

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人大议案审查委员会

关于代表议案审查意见的报告，听取关于

各代表团审议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区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的情况汇报。会议还审议了关于区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区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区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决定提

交各代表团审议。此外，会议还听取了关

于区政府工作报告等三个文件修改情况的

报告。

■本报记者 张敏 浦东报道

1月 11日下午，浦东新区第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旁听人员座谈

会。企业职工、居委干部、退休人员等旁听

市民畅所欲言、建言献策。

陆野良是土生土长的“潍坊人”，亲身

感受着浦东日新月异的变化。这次来旁

听，他觉得政府工作报告有力度、有深度、

有温度。“温度体现在民生工程上。”陆野

良说，报告提出 2017 年要着力办好民生

实事，其中一条是新建改建 42 家标准化

菜场、中心菜场、生鲜菜店和智慧微菜

场。“老百姓最看重开门七件事，建议浦东

加快统筹规划。”市民王承根是一位侨眷，

走过许多国家，但他觉得“走遍天下，还是

最留恋黄浦江两边。”

史增康就全民健康提出建议，他说，

如今看病难、看病贵是普遍共识，但是可

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那就是打造

“健康浦东”，让老百姓主动强身健体。“现

在社会上有一些所谓的专家举办讲座，但

最终却是推销保健品，使不少人受骗上

当。”史增康说，希望在开放、新建更多体

育场所、健身设施的同时，给老百姓多提

供正规的健康常识培训。

谈林华在村委会工作，现在村里不再

做招商引资的工作，把工作重心转到了如

何更好地服务好村民上。他提出，要注意

环境整治问题，除了工业污水排放外，也需

要关注部分居民小区的生活污水排放。

《政府工作报告》名词解释

全科医师家庭责任制：指以全

科医师和全科团队为服务主体，以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

站、居民家庭为“三站式”服务平台，

以辖区内所有人群为服务对象，以

每个家庭拥有自己的全科医师为目

标，为居民提供健康全程管理服务

的一种医疗卫生服务方式。

五违四必：“五违”指违法用地、

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和违

法居住，“四必”指安全隐患必须消

除，违法建筑必须拆除，脏乱差现象

必须改变，违法经营必须取缔。

三去一降一补：指去产能、去库

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区六届人大一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五次会议

旁听人员座谈会召开

市民建言浦东发展

■本报记者 潘永军 浦东报道

1月11日上午，区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举行

选举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六届区政协主席严

旭，副主席王正泉、唐石青、顾建钧、徐红及由

70人组成的区政协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翁祖亮与杭迎伟亲切握手。 □本报记者 朱泉春/摄

翁祖亮与严旭亲切握手。 □本报记者 朱泉春/摄

翁祖亮与田春华亲切握手。 □本报记者 张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