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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贴企业需求，打好“2020版”改革特色牌
春节前夕，长宁区推出优化营商环境36条和加强投资促进25条政策“大红包”

春节前夕， 长宁区吹响优化营商环境

集结号———昨天召开的长宁区优化营商环

境暨投资促进大会上， 一口气推出优化营

商环境36条和加强投资促进25条政策 “大

红包”，全力推动营商环境成为区域高质量

发展的硬核力量！

制度创新提速，打出改革特色牌

以企业需求为引领， 今年长宁区将打

好“2020版”改革特色牌。 在探索政务服务

制度创新方面，“一证多址” 试点领域有望

进一步拓展，推进食品经营许可证“一证多

址”跨区试点，还将对涉及食品药品、医疗

器械等备案许可梳理出92项注册许可事项

“秒批”制度，实现窗口办理最多跑一次。

在 “开办饭店”“既有多层加装电梯”

“人才服务移动窗口”“涉企优惠事项”等特

色综窗基础上， 长宁区将进一步推出一批

“一件事”跨部门并联审批项目，实施流程

再造。记者获悉，今年新增的“一件事”项目

将围绕企业纳税缴费、境外人员就业安家、

大型活动申报、 职工退休等关注度高的政

务服务项目 。 而 “人工智能 （AI）+一网通

办”开展居住证办理秒审秒批，智能化市场

监管等试点项目等也有望落地。

百亿元项目落地， 优势产
业集中发力

借助自身的航空资源优势，长宁区今年

将在这一产业上集中发力，持续推动虹桥临

空经济示范区成为区域经济重要增长极。

根据新发布的相关政策， 长宁区将与

上海海关进一步探索创新海关监管模式，

支持发展航空租赁业务， 为高端临空服务

业集聚发展创造更多制度优势。具体包括：

通过账册分离等方式创新海关监管模式，

努力将保税机位功能拓展到虹桥机场；支

持发展飞机单机、 航空发动机等保税+融

资租赁业务； 研究探索在虹桥机场东片区

集中式地下空间布局航材保税储存交易功

能。 同时，瞄准航空产业链上游，围绕航空

金融、公务机、飞机设计等高端高附加值环

节开展招商，发挥上海国际航空仲裁院、上

海开放大学航空运输学院等功能机构作

用，争取更多航空企业总部落地。

虹桥临空园区相关负责人介绍，2020

年，示范区将从“新、美、暖、智”四个维度发

力。 其中，“新”包括“城市更新”和“创新之

都”，将重点研究虹桥机场东片区地下空间

开发，立足总部型、平台型经济发展；今年

上半年， 示范区还将重点锁定亚太企业创

新中心、“一亿中流”上市加速器、航时交易

中心、空管实验室、智慧机场等优质储备项

目，布局高端、高效、高附加值的“四新”产

业，推动形成航空和以“互联网+生活性服

务业”、 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服务2个产

业生态圈。

昨天会议现场， 中国大飞机产业投资

基金、东航申宏股权投资基金等8个项目进

行集中签约，总投资额约100亿元。

上图为长宁区虹桥开发区。

（资料照片）

要闻 综合

春节假日前期以阴雨天气为主
空气质量总体优良

本报讯 （记者单颖文） 据上海市气象局昨日公布的本市

春节期间天气情况， 假日前期以阴雨天气为主， 主要降水过程

出现在大年夜到年初二， 过程累积雨量 40-60 毫米， 较常年

同期 （10.2 毫米） 明显偏多； 年初三雨渐止， 假日后期转为阴

到多云， 其中年初四和年初五不排除短时弱降水。

春节期间， 本市气温变化不大， 日较差小， 最高温度 9℃

至 10℃， 最低温度 5℃至 8℃之间 ， 日平均温度较常年同期

（4.3℃） 明显偏高。

据市生态环境局预报， 春节长假期间， 本市空气质量总体

优良。 其中， 年初二以前空气质量为优至良， 年初三起空气质

量以良为主。

春节前期， 华东中部和南部有明显降水， 安徽北部和大别

山区、 江苏北部、 山东南部可能出现雨夹雪或雪， 将对春运造

成一定影响。 据目前预测， 春节假日前期， 华东中部和南部地

区多阴雨天气， 其中江西、 浙江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到暴雨，

安徽北部和大别山区、 江苏北部、 山东南部年初一到年初二有

雨夹雪或雪， 积雪深度 2-4 厘米； 假日后期， 华东大部以多

云天气为主， 华东中北部易出现大雾天气， 出行请注意道路交

通安全。

大年夜到年初二 ， 华东沿海地区有阵风 6 级北到东北

大风 ， 江河湖面 5 级阵风 6-7 级 ， 华东沿海海面阵风 8-9

级 ； 年初五到年初六， 华东沿海海面还有一次 8-9 级偏北大

风过程。

获得电力，上海3.0版改革方案定了！

对标“世界一流” 优化“最高分项”

本报讯 （记者张懿）已经在“获得电力”

方面进入全球前列的上海， 将继续对标世界

最高标准、 最好水平， 提升该领域的营商环

境。根据昨天公布的最新改革方案，上海将把

低压用户获取电力的时限， 从目前的15天压

缩到10天，把审批时限从5天压缩到2天。

两个多月前公布的最新一期世界银行营

商环境报告中， 上海作为我国两个样本城市

之一， 助力我国排名从上年的第46位提升到

31位。 在接受评估的10个领域中， 世界银行

给我国打分最高的就是 “获取电力”， 上海

和北京都拿到了95.4分， 使得我国在该项排

在全球第12位。 在该领域的4个分项指标中，

上海在 “流程” 和 “费用” 方面， 都拿到了

满分100分， 但 “耗时” 和 “供电可靠性与

电价透明度” 仍有优化空间， 分别得到93.9

分和87.5分。 目前， 全球接入电力用时最短

的经济体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韩国， 分别

为7天和13天。

根据市发展改革委昨天公布的 《上海市

进一步优化电力接入营商环境实施办法》（修

订版），通过改革创新、流程再造，上海将把时

间再压缩、服务再优化。上海明确将低压非居

用户的电力接入时间， 从不超过15天调整为

不超过10天。其中，政府行政审批环节从不超

过5天调整为不超过2天。具体来说，10天的办

事时限中，由电网企业负责的“申请”和“工程

设计”环节，分别不能超过1天和3天；由规划

资源、路政、绿化、公安等部门并联承办的办

理规划、办理掘路、办理绿化、办理占路等审

批环节，合计不能超过2天；最终，电网企业负

责的外线施工，须在2天内完成。

行政审批时限的压缩，来自于流程再造。

修订后的《实施办法》明确，审批将全面实行

告知承诺方式，各相关部门要跨前一步，提前

发布告知承诺书、负面清单、标准规范等，并

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此外，用户办理用电申

请，将实行“一口受理”“全程网办”。

上海获得电力营商环境在2018年取得明

显进步，接入时间从之前的145天压缩到25个

工作日；2019年又进一步压缩到15天。 不过，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 获得电力营商环境是

去年全球各经济体推出改革措施最密集的领

域之一，仅次于“办理施工许可”。 这就意味

着，如果上海不在该领域加大力度、推进3.0

版改革方案，可能会出现“不进则退”甚至“慢

进也退”的局面。

上海这轮改革还将探索把低压（380伏以

下）用户获得电力的便利化举措，向用户基数

最大 、 办事需求最集中的 10千伏用户拓

展———政策明确提出，10千伏用户电力接入

工程中，有条件的可参照该《实施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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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人大工作开创新局面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专题学习会 蒋卓庆讲话

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 昨天上午，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

开专题学习会，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纪委全会、 市

纪委全会精神。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主任蒋卓庆主持会议

并讲话强调， 要切实把初心使命转化为狠抓落实、 善作善成的

实际行动， 高质量完成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的各项任

务， 推动人大工作开创新局面。

蒋卓庆指出， 要始终坚持政治机关的定位， 把深入学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对人大工作的重要

指示作为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的首要任务， 不断增强 “四个意

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 始终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

把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

员的终身课题， 强化制度意识， 自觉尊崇制度， 严格执行制

度， 坚决维护制度， 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 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

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创造性地

做好立法、 监督、 代表等工作， 将人大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城

市治理效能， 促进中央和市委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蒋卓庆强调， 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坚持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 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

用， 畅通社情民意反映和表达渠道， 积极回应群众关切， 接地

气、 察民情、 聚民智， 有效推行全过程民主， 努力使人大各项

工作更好体现人民利益、 反映人民意愿、 增进人民福祉。 要大

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持之以

恒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切实加强市人大机关自身

建设， 努力把市人大机关建设成为让党放心、 让人民群众满意

的模范机关。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徐泽洲、 沙海林分别传

达有关精神。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威、 高小玫， 常委会党组

成员、 副主任肖贵玉、 莫负春出席会议。

①②③分别为《新世界》《下一站是幸福》《三生三世枕上书》剧照。 （均资料图片）

荧屏多彩画卷：有时尚鲜活表达，更有对生活的深思
足不出户享受娱乐盛宴，春节期间国产剧集看点丰富

春节是团圆的日子， 也是休憩的时

刻。 “追剧” 无疑是节日期间老百姓最

轻松愉悦的文化娱乐选择之一。

这个春节档， 国产剧集类型丰富。

电视平台主打守正创新： 年代剧 《新世

界》、 古装剧 《绝代双骄》 以及都市爱

情剧 《还没爱够》 《热爱》 《下一站是

幸福 》 中 ， 有与时俱进的前沿影像手

法， 也有对 “人之境遇” 的严肃探讨；

网络剧市场则将 “少年感” 发挥到了极

致： 仙气十足的 IP 剧 《三生三世枕上

书》、 青春年代剧 《热血同行》 以及古

装偶像剧 《锦衣之下》， 是观察青年审

美、 网络人气的最佳视角。

这些剧集中 “阶梯式” 分布的演员

阵容也颇具看点。 张晨光、 刘敏涛、 孙

红雷、 张鲁一、 韩庚、 宋茜、 杨玏、 迪

丽热巴、 胡一天、 黄子韬、 宋威龙、 易

烊千玺等主演 ， 年龄从 50 后横跨 00

后， 有公认的演技派， 有不断用角色证

明自己的青年演员， 也有正在蜕变转型

的偶像新人。 多样的面孔， 是当代荧屏

形象日益丰富的证明， 也彰显出国剧市

场的传承与发展。

都市剧： 直击当代青
年的心灵困惑与成长体验

展现当代生活的都市剧， 给观众以

“照镜子” 的乐趣， 是最能引发共鸣的

类型 。 春节期间 ， 《还没爱够 》 《热

爱 》 《下一站是幸福 》 三部都市剧 ，

分别聚焦恐婚话题 、 北漂奋斗史以及

大龄女青年内心世界 。 剧集以新颖视

角挖掘当代都市青年 “扎心 ” 危机的

同时 ， 亦不忘用成长体验 ， 带给观众

会心鼓舞。

在浙江卫视、 江苏卫视播出的 《还

没爱够》， 讲述的是一个 “爱无能” 的

故事： 男主角陈炯的生活总与 “解约”

深度捆绑， 为人知的是资深解聘师的职

场身份， 不为人知的则是高度恐婚的心

理问题。 为此， 他逃过婚， 还一度在婚

礼上晕倒。 直到心意相通的前女友再

次出现， 一切才有了转机。 《还没爱

够 》 的人设与视角十分新颖 ， 对于

“恐婚” 话题， 电视剧还给出了心理

分析。 原来， 陈炯的原生家庭并不幸

福， 父母的过早离异造成他对婚姻的

不信任。 事实上， 迫于经济、 家庭与

心理压力， “谈婚色变” 正成为都市

普遍症结， 剧集以幽默浪漫的手法传

递出积极心态———不要因为恐惧婚姻

而错过爱情。

正在安徽卫视播出的 《热爱》 展

现的则是激励人心的北漂奋斗故事。

剧集剧围绕 “幸福里九号 ” 社区展

开 ， 杨玏饰演的尚晋在大学毕业后如

愿留在北京 ， 并与北京姑娘相恋 ， 但

看似顺利的人生走向背后也藏着各种

需要智慧破解的现实 “暗礁”。 电视剧

中 ， 男主角 “社区调解员 ” 的身份 ，

串联起当下社会老中青三代面临的种

种家庭 、 社会话题 ， 真实深刻又诙谐

幽默。 剧集的阵容更是强大， 刘敏涛、

张晨光、 牛莉、 梁冠华、 吕中、 郝蕾等

演员纷纷亮相。

大年初四 ， 电视剧 《下一站是幸

福》 将接档播出。 由于云集了宋茜、 宋

威龙、 王耀庆三位人气主演， 剧集可谓

未播先热。 电视剧打出 “资深少女” 概

念， 讲述了 32 岁才开启初恋的女主角

在职场与情场中奋斗的故事， 对标的是

当下一批有生活阅历， 又始终葆有童心

与浪漫情怀的职场女性。

年代剧： 厚重文艺、热
血青春花开并蒂各表一枝

这个春节档 ， 最受瞩目的 ， 要数

《新世界》 与 《热血同行》 这两部年代

剧。 前者是东方卫视、 北京卫视的开年

大剧， 孙红雷、 张鲁一、 尹昉、 万茜、

李纯、 胡静、 秦汉、 王劲松、 周冬雨组

成全明星豪华阵容； 后者是当红 00 后

演员易烊千玺 ， 继 《长安十二时辰 》

《少年的你 》 两部爆款之后的再度亮

相 。 更有意思的是 ， 两部同样聚焦

“变迁时刻 ” 的剧集 ， 一部厚重文

艺 ， 一部热青春 ， 不同审美视角交

相呼应 ， 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

欣赏诉求 。

“新世界拥抱我们的时候， 会有些

陌生 ， 但她一定是温暖的 ， 可靠的 。”

正在东方卫视播出的 《新世界》 是不折

不扣的大剧———70 集的大体量 、 全明

星的大阵容， 还有展现历史变迁的大格

局。 《新世界》 从 1949 年春节前夕讲

起， 展现北平城中新旧世界的更迭。 本

剧从小人物入手， 重在对特殊历史节点

人心浮动与社会氛围的营造与把控。 纯

正浓郁的老北京味儿是该剧的一大惊

喜， 大到京师监狱、 大栅栏、 天坛机场

等标志性老建筑 ， 小到炸酱面 、 人力

车、 四合院里的的水缸， 每一细节的精

准复刻中都藏着匠心。

与 《新世界》 的厚重端庄不同， 网

络剧 《热血同行》 显得少年感、 漫画感

十足。 这部改编自国漫的作品， 讲述的

是清末乱世， 一批拥有先进思想的爱国

青年 ， 与黑帮以及腐朽政权斗争的故

事。 剧中的 90 后、 00 后演员与角色相

得益彰， 展现出一种意气风发、 敢想敢

为的少年感。

古装剧： 有古龙经典
再现，也有当红网络小说

古装剧中各路 IP 剧总是最有 “观

众缘”。 常演常新的古龙武侠经典 《绝

代双骄》， 又推出了最新版本； 继 《三

生三世十里桃花》 笑傲荧屏之后， 同一

作者笔下的 《三生三世枕上书》， 再度

与观众见面； 还有， 改编自热门网文的

《锦衣之下》 ———从古龙经典到当代网

络小说， 新老 IP 同台显示出经典 IP 的

持久生命力， 也展现出青年审美的不断

变迁。

央视电视剧频道的开年大戏 《绝代

双骄》 是导演郭靖宇继 《射雕英雄传》

后监制的第二部武侠翻拍作品， 与后者

一样力求最大程度上忠于原著。 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 “小鱼儿” “花无缺”， 这

一版 《绝代双骄》 两位男主角胡一天与

陈哲远都是 90 后。 昨天新鲜上线的网

络剧 《三生三世枕上书》 也拥有极强的

“前作” 优势， 这部作品的剧情与此前

大热剧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相关联，

两位主要演员也是前作的延续。 已经上

线有一段时间的 《锦衣之下》， 如今风

头正劲 。 剧集讲述了明朝嘉靖末年 ，

六扇门女捕快与锦衣卫指挥使的爱情

故事 ， 剧中甜蜜的感情戏赢得不少青

年观众的喜爱。

①

②

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