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独立的
综合性节点城市

松
江 将启动轨交12号线西延伸建设
    本报讯（记者 杨洁）记者昨天从松
江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获
悉：去年，松江经济实现逆环境下高质量

发展，实现地方财政收入 220.62亿元，同
比增长 4.8%，连续 60个月保持正增长，增

速居全市第一；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620亿元，同比增长 4%，增速居全市第一。

主要目标
● 2021年， 松江将全力推进落实

《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建设方案》， 高起

点建设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 以松江

新城发力带动松江全域发展， 着力打造

上海未来发展战略空间和重要增长极。

民生亮点
在市民关注的城市交通方面，今年

将有举措———

● 加快沪苏湖铁路和松江枢纽建

设； 启动轨道交通 12号线西延伸建设；

加快推进沪松公路快速化、 嘉松公路南

延伸、G60莘砖公路匝道、S32玉树路匝
道等重点项目；开工建设有轨电车 T2线

西延伸；力争泖亭路、昆港公路等竣工。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龙钢 记者 袁
玮）记者今天从虹口区第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上了解到，今年，虹口

区将继续聚焦北外滩开发建设，围绕“三
年出形象、五年出功能、十年基本建成”，

集中力量推动北外滩新一轮规划落实落
地。加快推进国客中心码头 800米岸线

向市民开放，打造世界级滨水公共空间。

主要目标
● 全年完成全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

旧改任务；确保上实中心、92街坊等大型综

合体项目尽早竣工和投入使用； 加强北外
滩来福士等重点商业项目的招商服务，加

快山寿里等项目建设， 积极打造苏州河以
北商业商贸中心； 加快推进上海国际创新

创意设计大学项目建设； 做大做强北外滩

企业服务中心和北外滩国际人才领航站。

民生亮点
今年，虹口将推进 73项重大工程项

目建设，全年实现重大工程开竣工 200

万平方米：

● 加快北横通道建设， 推进梧州路

改建（周家嘴路～海拉尔路）、公平路拓宽

（周家嘴路～码头）、江杨南路拓宽（场中
路～安汾路）等工程建设，完成黄浦路改

造提升， 实施虹关路等 9公里架空线入
地及合杆整治工程。推进大名、临平排水

系统建设，完成花园路（中山北一路～水
电路）道路积水点改造。实施北外滩滨江

地区智慧融合杆二期项目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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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今天上午，

记者从静安区一届人大第十一次会议上
获悉，静安区完成了“十三五”规划主要

目标。全年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300

亿元，同比实现正增长；完成税收总收

入 6858亿元；完成区级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25014亿元，同比增长 109?；登记

失业人数控制在市政府下达目标内；成

功创建复评全国文明城区；实事项目全
部完成。

主要目标
静安区 2021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要预期目标是———

● 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
长 5%；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300

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
5%以上；完成旧住房综合改造面积 16.5

万平方米； 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市政府

下达目标内。

民生亮点
今年，静安区将完成 12大类与人民

生活密切相关的实事项目———

● 推进“美丽家园”建设，完成 10

万平方米屋面及相关设施改造、多高层

住宅综合整治； 开工建设既有多层住
宅加装电梯 200台；完成 20条道路大、

中修及道路积水改善和道路架空线入

地工程；建成各类绿地 5 万平方米；推

进实施存量资源改建养老床位 400张，

改建认知障碍照护床位 100张； 实施经
济困难的高龄独居老年人应急呼叫项目

全覆盖。

● 帮助长期失业青年就业 620

人；实现久隆模范中学扩建项目完工；

组织 6次社区大型义诊；建设 2个旅游

服务中心及 3 个文旅融合服务点；为

市民提供 20万张低价电影票；开展“老
字号服务进社区”活动 30场等。

新年伊始，上海各区两会密集召开。
回顾过去，在这极不平凡的一年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各区如何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放眼未来，2021 年各区将达

成哪些民生“小目标”？面向“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
目标又将如何实现？

在一份份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看到了过往奋斗的“成
绩单”，民生福利的“大礼包”，未来远景的“路线图”。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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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安 开工建设多层住宅加装电梯200?

    本报讯（记者 孙云）记者昨天从杨

浦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上获悉，“十三五”期间，杨浦经济发展跃

上新的台阶，城区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稳
步提升，GDP总量相较“十二五”期末增

长 35%；第三产业增加值突破“千亿
级”，较“十二五”期末增长 75%；区级财

政收入年均增长 8.8%；单位生产总值综

合能耗累计下降 19.86%。经济发展质量

效益明显提高。

主要目标
根据杨浦区“十四五”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
● 杨浦将以建设新时代人民城市

标杆为引领，在“三区一基地”建设基础上，

初步建成高标准人民城市实践区、高能级科
技创新引领区、 高水平社会治理先行区、高

品质生态生活融合区， 使杨浦创新创业活

力显著迸发，发展质量效益显著增强，民生
福祉水平显著提高， 城区环境品质显著改

善，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城区治理效能
显著加强， 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人民城市标杆区。

民生亮点
今年，杨浦区推出 11类 41项民生

实事，其中———

● 将聚焦养老服务设施供给，新
增养老床位 200张,改建认知障碍照护

床位 100张，新建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 3 家、社区长者食堂 3 家，完成居家

环境适老化改造 300户。 同时，完成早
餐网点新建改建 58家。 持续做好对口

协作，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

推出11类41项
民生实事

杨
浦 新建3?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推动城市更新
“50+X”项目

长
宁 推进精品小区建设100万平方?
    本报讯（记者 屠瑜）长宁区第十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昨天提出了
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

主要目标
长宁区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

期目标是：

● 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5%；

经济楼宇开工 52.24万平方米、 竣工 38.16

万平方米, 推进精品小区建设 100万平方
米；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市下达指标

以内；全面完成“早餐工程”等区政府实事
项目和市政府下达的节能减排等目标。

民生亮点
长宁区将重点推动第二轮城市更新

行动计划“50+X”项目按期完成。

● 扎实做好既有多层住宅加装
电梯等工作；继续推进市政道路架空

线入地，启动新一轮美丽街区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 推动绿色惠民亲民，发

展社区“生境花园”；积极建设“15 分
钟社区生活圈”； 打造家门口一站式

服务 “便利店 ”，提高社区服务的可

及性和便捷性。

● 推进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天山
学校创建上海市特色高中， 推进新华

社区新建学校项目。 启动光华医院迁
建、同仁医院日间急诊楼建设。 完善综

合为老服务中心、 老年人日间服务中
心、助餐点布局，推动认知障碍友好社

区建设 10个街镇全覆盖。

黄
浦 全年拟完成旧改征收签约2万户
    本报讯（首席记者 姚丽萍）昨天下

午，记者从黄浦区二届人大八次会议上

了解到，旧改被当成黄浦区当前最大的

民生，也是未来最大的发展。黄浦将凝聚
更大力量推进旧改，确保项目高效率推
进、高质量收尾。

主要目标
到 2021年，黄浦区经济社会发展的

主要预期目标是：

● 经济密度提高 5%左右， 区级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5%左右，完成

旧改征收签约 2万户以上， 完成老旧住

房综合修缮 20万平方米以上，城镇登记
失业人数控制在市下达指标内。

民生亮点
● 重点聚焦老城厢、北京路、建国东

路、外滩“第二立面”等区域，启动一批项

目，确保全年完成旧改征收签约 2万户以
上，收尾 8个项目。 有序推进老旧住房综

合修缮工程， 全覆盖启动卫生设施改造。

持续推动电梯加装和更新改造， 为 50个

小区增设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

加快建设
世界级会客厅

虹
口 国客中心码头800?岸线将开放

凝聚更大力量
推进旧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