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居宜业：最大的事业也是最大的发展
不仅加码民生获得感，更为区域产业发展、能级提升奠定基础

市人大代表邓蜜最近感觉 “生活如蜜” ———原本

居住在市中心的她， 每天要赶到位于临港新城的公司

上班， 路上单程就要一个多小时， 而自从不久前搬到

临港居住后， 现在上下班来回只需 15 分钟， “相当

于每天比原来 ‘多’ 出两个小时， 感觉整个生命都延

长了”。

听起来夸张， 实则真切。

安居与乐业， 是每个人最大的关切， 直接关联着

个人的获得感、 家庭的幸福感。 在此次政府工作报告

中， 居住、 就业再次被作为民心工程和民生实事写入

2021 年的主要任务， 并将以普惠性、 基础性、 兜底

性的民生建设， 改善人民生活品质。

宜居宜业， 是最大的事业也是最大的发展。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 宜居宜业不仅将加码民生获

得感， 更将为区域产业发展、 能级提升奠定基础， 为

激发新动能积蓄力量。

安居就业都要“提挡加速”，支撑
高质量发展

推进旧区改造、 加快租赁房建设、 优化住房保障

体系……新年以来， 上海各区正 “比学赶超” 持续改

善市民居住条件。 根据规划， 全市今年将完成 70 万

平方米中心城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 ， 实施

1000 万平方米旧住房更新改造， 形成供应 5.3 万套租

赁房。

一场场 “蜗居攻坚战”， 一次次 “腾笼换鸟”， 圆

的不仅是百姓的 “安居梦” “宜居梦”， 更是城市的

“更新梦 ” ———释放了土地存量 、 盘活了区域资源 ，

一块块宝地将找到 “好人家”、 建成 “好项目”、 集聚

“好产业”、 形成 “好功能”。

有了地， 更要有为之奋斗的人。

今年 ， 上海将继续发力做好 “六稳 ” 工作 、 落

实 “六保” 任务， 其中关乎就业 ， 正是当下实现发

展 “提挡加速 ” 的重要保障 。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 ，

上海今年计划新增就业岗位 50 万个以上 ； 在 2021

年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中， 明确提出要帮助 8000

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业创业 ， 培训家政持证上门

服务人员 2 万人， 支持培养 1 万名企业新型学徒等。

而在 《上海 “十四五 ”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纲要 （草案）》 中， 还以专门一章谈到了 “强化就业

优先战略”， 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坚持

稳定就业和扩大就业并重 ， 促进创业和提升职业技

能并举， 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 实施更高质量的充分

就业。

“今天的上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高层次、

更高水平的人才来支撑上海的高质量发展。” 在市人

大代表、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赵永峰看来， 高

质量就业至少包含三层含义： 首先， 高质量就业的基

础是充分就业， 即就业年龄段人口的就业比重要高。

第二， 高质量就业需要人力资源的充分流动。 人力资

源流动的充分性， 实际上是 “景气指标” 之一， 背后

反映的是经济的繁荣程度。 第三， 高质量就业要求广

大普通劳动者技能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全社会劳动者

素质和水平的提高，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就业者的水平

和层次， 并最终通过实现充分就业， 创造财富、 创造

价值， 实现体面劳动和高品质生活”。

变存量为增量，以城市的烟火气
和规划的温情留住人

杨浦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晓童自 2013 年成为

市人大代表后， 每年提交的建议都离不开 “旧改” 这

个关键词。 而他这次提交的建议， 除了旧改模式， 更

关注这片土地的未来： 完善土地出让政策， 从 “拆改

留并举， 以拆为主” 转向 “留改拆并举， 以保留保护

为主”， 实现历史风貌保护、 城市更新、 旧区改造和

住房保障的有机统一， 变存量为增量。

在邓蜜看来， 城市空间中， 对于土地开发这样的

“组合拳” 将形成更完善的生活配套， 并将在城市风

貌中融入特色元素， “以城市的烟火气和规划的温情

留下人才”， 实现高质量就业。

“安居和乐业相辅相成 ， 都是高品质生活的前

提。” 市人大代表、 市住建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徐存福

说， 城市的运转需要各个层面的人才， 城市的发展需

要有能满足不同需求的住房保障。 他以 “五个新城”

为例， 提出新城建设要突出 “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

功能”， 引导本地就业、 本地居住， 即通过当地产业

的升级完善， 创造有竞争力和吸引力的投资、 工作、

生活环境。 同时， 要把新的建筑理念贯穿到新城建设

中去， 比如 “海绵城市” “绿色建筑” 等， 构建起河

网水系、 中心绿廊、 环城绿带、 社区公园等多级开放

空间。 再如将 BIM （建筑信息模型） 推广到 CIM （城

市信息模型）， 为城市精细化治理提供数据基础。

创新加梯模式，满足老房安居现实需求

除了旧区改造以外， 城市中还有一大片
亟待改善居住条件的老房， 对内里的居民而
言，安居最现实的需求，就是“加梯”。

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2021年主要
任务之一就是“做实做细家门口服务，完成既
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1000台”。

今年上海两会上的民生话题中，“老房加
梯”绝对是个高频词汇。会场上，开通线上“现
场咨询” 线路最多的委办局就是市住房城乡
建设管理委，共开通了18条线路，其中有10

条专辟的是市房屋管理局线路， 通过对接待
咨询数据的后台统计分析， 市人大代表们最
关注的话题之一，正是“加梯”。

不少代表看来， 尽管政府相关部门不断
完善政策，加大扶持力度，但在具体操作中依
然存在不少难点和不确定性，需要多措并举，

创新模式，让“加梯”也有加速度。

多措并举，提升一楼住户
获得感

孙晔代表这次带来了由她起草、10余名
市人大代表联名签署的 《关于本市既有多层
住宅加装电梯使用专项维修资金的建议》。她
告诉记者，在起草建议前3个多月，在市人大
信访办专业代表小组的召集下， 代表们纷纷
走访沪上部分街镇及社区，了解当前“加梯”

瓶颈。其中最大的难点，就是来自低楼层住户
尤其是一楼住户的“不同意”。

走访中 ，代表们发现 ，一楼业主大多感
到，加装电梯后反而 “获得感 ”降低了 ：房屋
的通风 、采光受到影响 ，电梯运行中产生噪
音污染 ，自家窗台外面就是电梯井 ，人来人
往毫无隐私 ，还影响房屋升值空间 ，变现难
度增加……

对此， 孙晔等代表建议相关部门尽快构
建关于一楼业主房屋因加装电梯后的损益评

估机制，“由第三方机构来评判一楼业主房屋是
否因加装电梯而产生损失”。

范伟华代表则提出， 建议从政府的加装电
梯补贴中形成一项给一楼住户的专项补贴，让
底楼居民更有获得感。

据市房屋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 目前
沪上一些小区也在试行 “美丽楼道 ”等微更新
项目 ， 通过空间的美化来加强一楼居民的幸
福感。

引入多种合作模式，解决
“出资难”

加装电梯的另一个难点，还是———钱。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市房屋管理局等
十部门于2019年12月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
做好本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若干意见》。

涵盖了除金融支持政策外， 加装电梯过程中涉
及的方方面面。

代表们算了一笔账： 假设政府认可每台电
梯70?元为基价，则政府财政补贴为40%，每台

最高为28?元，居民需自筹42?元，本人或直
系血亲的住房公积金可以提取用于加装电梯业
主个人所需支付的建设资金。 即便以一梯六户
来计算出资比例， 以三楼居民为例每户需出资
11900元，六楼每户则需出资2.31?元，“即使
是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电梯建设资金， 对于个
别经济实力不济的业主来说， 仍然是一笔不小
的支出”。

对此，代表们建议引入更多社会资金，盘活
加装电梯的资金池，推进这一民心工程。

张金秀代表建议， 可以推广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模式。也就是说，通过政府采购、新增设
施有偿使用、落实资产权益等方式，吸引各类专
业机构等社会力量投资参与各类需改造设施的
设计、改造、运营……支持规范各类企业以多种
形式合作参与加梯改造。即由“加梯”项目公司
“代资”建设电梯，居民不出建设费，只要付使用
费，同时给予“加梯”公司15年的特许经营权，

对各利益相关主体均能实现共赢。

对此，市房屋管理局表示，上海部分区域已
开展相关尝试， 相关部门将在了解案例实施基
础上，对平衡机制、违约风险等予以研究。

北外滩：土地出让开发新模式，
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蓄能

虹口90街坊征收规划出让“三联动”，在全市首创“出让综合约定”

眼前是北外滩经过旧改腾挪而出的三幅
待开发地块，脑中却能预见它们未来的模样：

虹口 90 街坊，未来这里将建起文化设施，成
为承载高品质文艺演出的新地标； 虹口 91

街坊，未来这里将建成 480 米新的浦西制高
点；虹口 69 街坊，这里将成为具有全球影响
力和标杆引领性的总部企业基地。

城市中的一场旧区改造， 不仅圆了无数
百姓的安居梦， 更通过土地出让开发的新模
式，为未来高质量发展蓄势蓄能。

土地出让“三带三含”

去年 12 月， 北外滩当年推出的核心区
第一幅商办地块 90 街坊成功出让， 并在全
市首创了第一份“出让综合约定”———将涉及
规划、用地、建设、配套等具体要求整理汇总
成《地块出让综合约定》，并纳入出让合同。

坚持征收与规划同步谋划、规划与土地
出让同步推进、土地出让与项目建设同步计
划 ，通过统筹协调 ，落实土地出让 “三带三
含”———在全市加速推进旧区改造，助力百姓
安居的进程中，虹口区的这一首创，无疑有了
更为特别的标注：以今天致敬未来。

翻看虹口 90 街坊的 《出让综合约定》，

列明了未来每年将在地块文化设施内举办剧
目演出、艺术巡展等各类文化活动场次，引入
信息技术、 科技金融行业的地区总部企业数
量也一目了然。 合同还约定中标这一地块的
受让人上实集团，需要在未来的设计方案中，

对出让文件及综合约定中规定的各项技术指
标作出响应。

“今年 4 月 ，将揭晓未来浦西第一高楼
将花落谁家。 ”市人大代表、虹口区区长胡广
杰说，对于这一核心地块的产业布局，同样明
确： 将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和标杆引领性的
总部基地， 带动北外滩地区高端产业发展和
总部企业集聚。

事实上， 目前虹口区旧区改造已开启征
收、规划、出让的“三联动”。

市人大代表、虹口区委书记吴信宝介绍，

去年是北外滩新一轮开发建设全面起势之
年，虹口区在实践中形成了“政府主导、办企
合一、市场化运作”的开发机制模式，并组建
了北外滩开发建设专家委员会，邀请全球顶
尖专家和顶级建筑设计事务所参与开发，开
展二层连廊 、中央绿地 、地下空间 、产业功
能、精细化管理等专项规划，全力推进北外滩
建设。

“居职相融”换道超车

《北外滩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公布后，

不少人对这里“居职相融”理念很感兴趣———

从下地铁到坐上工位， 或是从车库到走进办

公室，都只需要 5 至 10 分钟。这片寸土寸金
的土地上，还将建设纵贯核心区的 6 公顷中
央绿地， 且这片绿地能与这里的商务楼宇联
通，实现地上、地面、地下全方位互联，让人们
可以方便地“穿梭”于办公、购物、休憩场景。

另外，在北外滩中部核心区内，将设置约
50 公顷的慢行优先区， 在唐山路
两侧设置约 22 公顷的无车
区，让人们可以漫步在摩天
大楼和历史街区之间 ，

享受 “世界顶级中央
活动区” 的活力和
乐趣。

这 样 一 种
“居职相融 ”的
理念， 不仅对
商 业 企 业 友
好，对就业创
业友好，更对
生活生产友
好，完美地融
合了人们心
中 安 居 乐 业
的最好模样。

据虹口区
建管委介绍 ，北
外滩将打造成宜
居宜业宜乐宜游的
“生活秀带”， 成为更
有人情味、更具人性化、

更富人文气息、更加绚丽多
姿的“世界会客厅”。 未来，这里

将通过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提升轨交公交覆盖
率，积极发展智慧停车、智慧公交、智慧道路，倡
导绿色出行，构建与空间布局相协调 、与发展
规模和功能相适应 ， 多层次 、 一体化 、 高品
质 、智慧型的综合交通体系 ，实现地区交通出

行集约高效、 便捷舒适 、智
慧生态。

■本报记者 单颖文

■本报记者 单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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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场“蜗居攻坚战”，一次次“腾笼换鸟”，圆的不

仅是百姓的“安居梦”“宜居梦”，更是城市的“更新梦”。

图为曹杨八村的居民为搬出老宅的邻居送行。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本报记者 单颖文

北外

滩将打造

成宜居宜业

宜 乐 宜 游 的

“生活秀带”。

（效果图）制图：李洁

苏州河两岸42公里滨水岸线已基本实现贯通开放。 其中，虹口北苏州路滨河岸线全长约900米，处于“一江一河”两条“城市项链”的交汇处，堪称“最美上海滩河畔会客厅”。

本报记者 袁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