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是否有情况、有分析、有具体

建议？书写是否规范，署名情况是否符
合要求？昨天，市政协提案审查委员会

委员在市委党校对政协委员的提案进
行审查，大家的讨论热烈、细致。截至

昨天晚上，大会已收到提案 300多件，
其中委员个人或联名提案 200多件，

提案涉及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制度创
新、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财税改革、吸

引科创人才、创新城市治理机制、优化

营商环境、加强居家养老服务等。
本报记者 张龙 江跃中
方翔 潘高峰 摄影报道

两会影话

    今天，上海市政协十三届

三次会议隆重开幕。上海又一
次步入两会时间。

昨天， 在市政协提案审
查现场， 记者遇到了市政协

委员王俊， 她高兴地告诉记
者，她与 14名委员联名提交

的关于 “抓住人工智能产业

爆发期， 大力推动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的提案，已通过审

查正式立案。

这份提案堪称上海市政

协新年第一提案， 提交时间
是 2020年 1月 1日凌晨 0时

07分。王俊是提案执笔人。写
提案， 这位届中增补的新委

员算是“新手”，但她参政议
政的热诚毫不逊色。 提案诞

生背后， 更是有一个共襄盛
举的动人故事。

去年，以“安义夜市”问
世为标志， 本市夜间经济蓬

勃发展成为社会热点。 年底，

有 14位共同关注的政协委员

成立联名提案微信群，准备就
此调研提案。 但随着学习与

调研深入，委员们发现“夜间
经济” 各区都尚处于探索阶

段，经验与不足都有待时间显
现。 “现在就此提建言，是不

是早了？ ”几位委员的看法得
到了大家认同。

于是再觅新题。 “依托人

工智能发展， 提升城市治理
现代化水平 ， 这个题目如

何？ ”去年 12月 1日清晨，王
俊在微信群中抛出问题，引

发新一轮热议。 委员们决定：

就谈上海人工智能产业如何

发展。 王俊主动请缨当提案
执笔人。

提笔方知难。 人工智能
专业性强，头绪万千。市政协

提案委为此给出 “助攻”，邀
请专家委员加入联名提案团

队。 很快，全国政协委员、上

海市经信委副主任张英作为
“行内人” 入群， 从产业规

划、发展思路、遭遇瓶颈，为
委员们释疑解惑， 让大家知

情明政。

“那段时间，仿佛回到了

大学时代！ 啃着面包查资料，

伴着星光熬论文。 ”一稿一稿

写，一稿一稿推翻，在大家讨
论、争论甚至辩论下，王俊半

个月改了 5稿，最终将视角聚
焦“产业发展亟需什么”这一

点上。今年 1月 1日凌晨提案
提交那一刻，王俊深感一个月

来放弃夜晚和双休日，“为案
痴狂”没有白费。

作为我们国家的政治制
度，提案是政协委员参政议政

的重要渠道， 也是看家本领。

一份提案，绝非简简单单一蹴

而就。

提案写在纸上，汗水洒在

路上，像王俊那样，为提案“痴
狂”，其实是常态。

昨天举行的市政协大会

预备会议上， 有 59件优秀提
案获表彰。对于政协委员们来

说，这堪称“最高荣誉”。“为了
上海更美好，我也出过力啦！”

昨天下午，一位市政协委员在
微信朋友圈里写下这样一句，

配图就是刚刚拿到手的优秀
提案奖状。

今天， 市政协大会刚启
幕，已收到提案 300多件。 我

们期待更多的优秀提案从中
诞生，为上海奋力创造新时代

新奇迹谋划未来。

（漫画 孙绍波）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 方翔 潘

高峰）昨天，上海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
议举行预备会议。市政协主席董云虎

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上海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议程和日程，表彰了 2019年优秀

提案。去年，广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

派、人民团体和市政协各界别、各专门
委员会（指导组）积极运用提案履行职

能，为加快实施三项新的重大任务，持
续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着力建

设“五个中心”，助力进一步保障和改
善民生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发挥优秀

提案示范激励作用，授予《关于打响上
海文化品牌的建议》等 59件提案优秀

提案奖。
董云虎指出，本次会议是在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闯关夺隘关键时刻，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点上召

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要强化政治担当、
历史担当、责任担当，切实把加强思想

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履职中心
环节，融入会议各项履职活动之中，进

一步激发在共识中形成的动力、合力，
切实担负起把中央大政方针和市委决

策部署落实下去、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
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要聚焦“过去一

年工作大家怎么看”，全面总结履职亮
点、创新点，广泛凝聚政协工作守正创

新、高质量发展的共识，进一步彰显人

民政协作为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的效

能。要聚焦“上海创造新时代新奇迹政

协委员怎么做”，坚持围绕中心、双向
发力，广泛凝聚推动市委决策部署落

实落地的共识，进一步激发奋进新时
代、创造新奇迹的磅礴力量。要聚焦

“新时代上海政协工作实现四个更进

一步我们怎么干”，突出补短板、强弱

项、明职责、重规范，广泛凝聚加强和
改进政协工作的共识，进一步为上海

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市政协副主席方惠萍、赵雯、周汉

民、王志雄、张恩迪、李逸平、徐逸波、
金兴明、黄震，秘书长贝晓曦出席。

59件提案获评年度优秀
市政协昨举行预备会议 董云虎讲话

聚焦改革有高度
关注民生添温度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 方翔

潘高峰）被授予优秀提案奖的 59件
提案都有哪些亮点？市政协给出的

答案是：2019年优秀提案立足全局、
着眼长远、重点突出，为加快实施三

项新的重大任务，持续办好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着力建设“五个中

心”，助力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发

挥了积极作用。
围绕加快实施“三项新的重大

任务”，闵师林等委员联名提案，建
议进一步聚焦支持虹桥商务区的长

三角 CBD和综合枢纽功能提升，尽
早显现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新

成效；民盟上海市委提案希望在上
海自贸区新片区强化制度创新；童

继生委员提案建议放大“进博会”带

动和溢出效应，实现进口商品同款同

质同价，打响“上海购物”品牌等。
聚焦推进上海改革发展彰显职

能优势，焦瑾璞、宋钰勤委员建议将上
海金融标准推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

区；廖瑛委员建议改善“一网通办”平
台系统，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市政

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呼吁保护利用渔
阳里革命旧址等。

聚焦民生福祉不断提升社会治

理能力，杨德妹等委员建议构建“互
联网+托育”的幼儿托育服务管理体

系；郝勇等委员提案建议以家庭照护
床位建设为抓手，进一步完善上海养

老服务模式；骆山鹰委员建议加强智
能垃圾分类平台普及，推进智慧城市

管理等。

2020 我们为上海未来共同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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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审查一丝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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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五’是上海发展的关键

期。推进上海文化品牌建设，我觉得
更需要政府、企业和市民的共同努

力，形成全社会合力。建议可以细分
领域入手，立足五个维度：厚度、广

度、宽度、深度和亮度，打造申城的
文化新高地。”

人群中，市政协委员黄罗维和

姚珩侃侃而谈，介绍着自己今年上
会的提案。

黄罗维是侨界委员，姚珩是中
国侨联委员、香港侨界社团联会副

会长，两人共同语言不少，平时也一
直保持微信交流。听了老朋友的建

议，姚珩很赞同，他认为在沪港交流
中，华侨华人有着天然的资源和人

文优势，有助于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推动上海文化走出去，更好地与“一
带一路”进行对接，让更多的港澳台

同胞和华侨华人热情投入进来。
今天上午，这样的场面在世博

中心红厅外比比皆是———市政协
十三届三次会议开幕前，不少市政

协委员早早赶到会场外，或聚或

散，讨论热烈。大会未开，先开“小

会”，这已是每年政协全会的“保留
节目”。长三角一体化、新能源车

辆、中小学减负⋯⋯都是大家口中
热议的内容。

2020 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

年份。不少委员眼中，它不仅在时间
上开启了“20年代”，也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

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之
年，更是十四五规划编制的启动之

年。委员们纷纷表示，不仅要善于谋

划，更要善作善成。
谋划未来，要从眼前当下分秒

必争。上午 9时，大会开幕。市政协

主席董云虎、副主席黄震分别向大

会报告工作。“市政协要紧紧围绕事
关上海长远发展的大事、事关群众

切身利益的实事、需要改革创新的
难事开展协商议政，以‘协’成事、以

‘商’求同、以‘专’提质，始终做到建
言建在需要时、监督监在关键处、议

政议在点子上。”“围绕‘老、小、旧、
远’等困扰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委员们坚持履职为民，深入

调研，破解民生难题。”
市政协委员凤懋伦说，听着董

云虎主席代表常委会作的工作报
告，去年履职的场景历历在目。在他

看来，去年市政协工作可以说是“党
的领导全面加强，政协工作愈益拓

展，委员履职更加积极，作用成效充

分彰显”。这也令他对今年的政协工
作充满了期待。

“2020年政协履职，任务重，要
求高，作为委员我们要加强学习，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责任、履职责

任、社会责任，积极参与政协的各项
工作，继续做好调研工作，聚焦养老

等群众关注度高、需求迫切的问题，

参政议政，发挥好委员作用。”

新西兰侨领、政协特邀嘉宾严
隽人，今年已经是第 7次应邀前来

上海参加政协全会。为此他提前两
周来沪，走访了 12个区，进行了民

生方面的调研。

“我写了五六条有关做好垃圾
分类等改善民生的意见建议，打算

在会议上交给有关部门作参考。”
身为上海人的严隽人表示，每年回

来，都能看到上海日新月异的变
化，感到非常自豪。“我们华侨要继

续关心、支持上海的建设发展，动员
更多的海外华人，为祖国的建设作

贡献！”

本报记者 潘高峰 江跃中 方翔

———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开幕侧记

提案写在纸上
汗水洒在路上

◆ 潘高峰 提案
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