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后五年，要在更高水平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应勇市长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把到2035年城市总体规划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预期目标

综合各方面因素，建议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

期目标是：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全市生产总值

增长 6.5%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7%，全社会研发经

费支出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保持在 3.8%左右。 人民

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城镇调查失业率和登记失业率都稳定

在 4.3%以内。 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环保投入相当于全市生

产总值的比例保持在 3%左右。
今年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对照最高标准最好水平
打造自贸区“三区一堡”

（一）深入推进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重点的改革开放，
加快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着力构筑法治化、国
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

对照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打造自贸试验区“三区一

堡”。 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风险压力测试区，依托洋山

深水港和浦东国际机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加快建设开放

和创新融为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建成世界先进水平的国

际贸易“单一窗口”。 加快建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先行区，
实现市场准入事项“单窗通办”全覆盖。 加快建设服务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的桥头堡，搭建投资

贸易和金融服务新平台。
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 探索国资监管机构、国资运营

平台和国有企业联动改革。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深化商事制

度改革。
加快形成全方位开放新优势。 实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行动方案。 精心筹办好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进一步落

实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33 条”。
积极促进长江经济带发展，大力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深化科技体制机制创新

（二）全面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着力提升集中度和显
示度。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

的全面创新，进一步夯实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全力推进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 筹建国家实验

室，集聚高水平科研机构。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科学城。力争在

基础科技领域作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

突破。
加快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 新建共性技术研发与转化

平台。 推进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特色发展。
深化科技体制机制创新。 深入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推进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
着力建设智慧城市。 抢抓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机

遇，实施智能上海行动。 建设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开展公共信

息资源开放试点。

促进新型贸易业态发展
强力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巩固提升实体经济能级。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增强发展新动

能，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

发展的产业体系。
加快建设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进一步彰显功能优

势。 支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提升服务功能。 打好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攻坚战。 促进数字贸易、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型贸易

业态发展。发展商业新模式、新业态和现代供应链。积极发展

航运金融、邮轮经济等航运服务业。
强力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引导企业加大创新和技改投入，大力发展共享经济、智能制造

等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集聚更多的“隐形冠军”和“独角

兽”企业。 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 推进产业园区提质增效。
持续推进重大工程和重点区域建设。 建成轨道交通 5 号

线南延伸段、13 号线二期和三期。 着力提升黄浦江沿岸地区

的功能和品质，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经济和服务经济

集聚带。 推进临港智能制造示范区、虹桥商务区、国际旅游度

假区等重点区域建设。
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新增财力优先用于
保障和改善民生

（四）完善基本民生制度，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继续把新

增财力优先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

互促共进。
提高就业质量和市民收入水平。 实施技能提升行动计划

和新一轮鼓励创业带动就业计划。 实施重点群体激励计划，
带动城乡居民增加收入。

加强养老服务和社会保障。 完善“五位一体”社会养老服

务体系，加快建设 15 分钟社区养老服务圈。 全面实施养老服

务质量提升行动。
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

度。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不动摇、不放松。促进商品房有效供

给。加大租赁房建设力度。系统推进大型居住社区配套建设。
推进城市有机更新。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规范

义务教育秩序。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特色发展。积极发展

职业教育、终身教育和特殊教育。 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
推进健康上海建设。 深化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加强

全科医生、护理人员、公共卫生人员队伍建设。 深化公立医院

改革。 完善全面两孩政策配套措施。
用心用力办好群众身边的民生实事。 加强住宅小区综合

治理。 推进“菜篮子”工程。 新建和改扩建 35 所幼儿园，新增

1000 个方便户外职工休息用餐的“爱心接力站”。

像绣花一样精细管理
让城市更有序安全干净

（五）切实加强社会治理和城市精细化管理，让城市更有
序、更安全、更干净。 像绣花一样精细管理城市，努力走出一

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
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 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完善应急管理体系。 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 创建国家

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健全社区治理体系。 支持群团组织

深化改革。完善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推进智慧公安建设。
启动实施城市精细化管理三年行动计划。 全面提升法治

化管理水平。 加强社会化协同管理。 启动建设综合管理信息

平台。 建立健全城市管理标准体系。 深化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综合整治，完成 100 公里架空线入地。

加大美丽乡村建设力度
强化农业科技创新推广

（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坚持城市

建设重心和公共资源配置向郊区倾斜，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加大美丽乡村建设力度。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完善农村公路网。 有序推动农民集中居住。 制定乡村风貌规

划建设导则。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制定实施都市现代绿色农

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 加快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深化农村改革。 全面完成村级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建立

健全农村承包土地公开流转市场。
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 提升新城功能和品质。 加快编制

新市镇规划。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全面实施文创“50条”

（七）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建设国际文化
大都市。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体系。 推进第二批 131 个历史风貌街坊保护。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推进重大文化设施建设。 基本

实现公共文化服务配送居村全覆盖。
全面实施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50 条”。 落实影视、出

版、动漫游戏等产业发展扶持政策，推动创意设计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实施重大文艺创作工程。 加强

文艺队伍建设。
促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协调发展。 完善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实行最严环境保护制度
加快建设生态宜居城市

（八）以更大力度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 。 实 行 最 严 格 的 资 源 节 约 和 环 境 保 护 制 度 ，推 进 绿

色 发 展 ，加 快 建 设 天 更 蓝 、地 更 绿 、水 更 清 的 生 态 宜 居

城 市 。
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进一步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和

制度。 扩大海绵城市建设试点。 严守建设用地底线。
启动实施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深入推进中小河

道综合整治 ，全面消除黑臭 。 全面启动苏州河环境综合整

治四期工程。 开展雨污混接改造。 启动实施新一轮清洁空

气行动计划。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收集 、运输和处置 ，
推动垃圾收运和再生资源回收 “两网融合 ”，开工建设一批

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 推动“五违”整治转

向无违创建。
全面推进绿色生态空间建设。 在重要生态节点空间启动

建设 17 条骨干生态廊道。完善已建郊野公园的服务管理。举

全市之力推进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构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健全引才用才政

策体系。 树立强烈的人才服务意识。

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着力抓好四方面任务

围绕服务政府、 法治政府、 创新政府、 廉洁政府建设，
今年要着力抓好四方面任务。

（一）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要把经济管理权放到离市

场最近的地方 ， 把社会管理权放到离老百姓最近的地方 ，
使审批更简、 监管更强、 服务更优。

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全面实施优化营商环境

行动方案。 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试点。 继续取消调整行政审

批和评估评审事项。 继续清理调整行政事业性收费。 全面

实行企业市场准入 “全网通办 ”、 个人社区事务 “全市通

办”、 政府政务信息 “全域共享”。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完善综合监管机制。 完善专业监

管机制。 完善监管方式。
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 优化政府机构设置。 进一步厘

清市、 区、 街镇权责划分。 深化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深化市区两级政府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建立健全现代预算制度。 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
（二） 深入推进依法行政。 使法治成为城市竞争力的

核心标志。
完善政府立法和决策机制。 推进重点领域政府立法工

作， 进一步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 民主化、 法治化水平。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深入推进市场监管、 文化市

场等领域综合执法改革。
强化内外部监督。 强化审计监督。 推广行政权力标准

化管理。
（三） 创新政府服务管理方式。 进一步提高政府服务

管理的效率和质量。
深化 “互联网+政务服务”。 加大政务服务 “单一窗口”

建设力度。 制定信息资源互联共享管理办法。 建设经济社

会发展综合数据平台。
加强政府跨部门运行制度建设 。 推进政府目标管理 。

充分发挥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的平台作用。 进一步提高

行政效能。
（四） 加强政府作风建设。 推动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 扎实开展大调研。
以零容忍态度反对腐败。 严格落实 “一岗双责”。 始终

保持反腐高压态势。
继续提高公务员素质。 深化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 全

面推行分级分类培训。

加强养老服务和社会保障。 完
善 “五位一体”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加快建设 15 分钟社区养老服务圈。
全面实施养老服务质量提升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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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行动方
案。 精心筹办好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 进一步落实构建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33 条”

抢抓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
机遇，实施智能上海行动。建设大数据综
合试验区，开展公共信息资源开放试点

大力发展共享经济、智能制造等新
模式、新业态、新产业，集聚更多的“隐形
冠军”和“独角兽”企业

推进重大文化设施建设。 基本
实 现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配 送 居 村 全 覆
盖。 落实影视、出版、动漫游戏等产
业发展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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