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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保持稳定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全国之首

上半年上海经济增速 5.9%

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过半

市人大代表评议
政府上半年工作

113388元//盒
6600mmll//盒

乙类

销售地址：[黄浦]:南京东路第一医药商店,淮海路各药房,[静安]区各药房,愚园路 232 号,山西北路 208 号,中华新路 957 号,[虹口]:四川北路各药房,
[徐汇]:汇丰各药房,茶陵路 216 号,[长宁]:玉屏南路 152 号得一各药房,[普陀]:曹杨路 673 号及复美各药房,[浦东]:海阳路 622 号,养和堂各药房,[惠南
镇]城东路 268 号,[杨浦]:长海路 349 号,[宝山]:牡丹江路各药店,友谊路 223 号,[闵行]:江川路 242 号,莘朱路 152 号,[松江]:沪亭北路 758 号余天成各
药店,[嘉定]:沙霞路 83 号,[金山]:恒德药店各药房,[奉贤]:解放中路 20 号,[青浦]:青安路 210 号,[崇明]:东门路 178 号等全市各大药房有售。 广告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52020539,生产厂
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请按药品
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
[禁忌] :尚不明确, [不良反应] :偶见皮
肤刺激如烧灼感或过敏反应如皮疹.瘙
痒等 .黔药广审 （文 ） 第 2018080126
号,已备案 2018 年 9 月 10 日.

口臭有治了
养阴口香合剂 品牌推荐中

OTC

功效 胃热津亏，阴虚郁热上蒸所致：
口臭、口干口苦、口腔溃疡、牙龈肿痛、胃
灼热痛、肠燥便秘等。

6699..88 元//盒

全市各大药房有售
电话：6204166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

用,其他详见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 ]:尚不明
确,[注意事项]: 有糖耐量异常者服用中有降血
糖情况 .生产厂家 :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25095,已备案:2018 年
9 月 10 日,黔药广审(文)第 2018080123 号

灰指甲
复方聚维酮碘搽剂 品牌推荐中

用心治灰甲，对抗真菌，有信心！
按疗程使用，灰了指甲，不灰心！

全市各大药房有售
电话：62041665

甲类

功能主治：中医：清胃泻火，滋阴生津，行气消积。 用于胃热津亏，阴虚郁热
上蒸所致的口臭，口舌生疮，齿龈肿痛 ，咽干口苦 ，胃灼热痛，肠燥便秘。
苗医：汗渥曲勒，旭嘎怡滇内：洛项，来罗拉米，干郎比欧溜，劳力宫，蒙丢。

适应症：1.用于足癣、体癣、头癣、花斑癣、手癣、甲癣；并发细菌感染也
可使用。 2.用于疖、蚊虫叮咬、手足多汗症。

外

本报讯 昨天，上海市统计局公
布了上半年经济数据。 经初步核算，
上半年全市生产总值完成 16409.94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去年同期
增长 5.9%，增速比一季度提高 0.2个
百分点。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
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71.2%，比去年
同期提高 2.0个百分点。

工业投资连续15个月
两位数增长

市统计局表示，上半年，第三产
业保持较快增长，金融业、信息服务
业、商务服务业、科研服务业等领先
增长，服务业“独角兽”企业营业收
入增势强劲;在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
加工业增幅扩大、 铁路船舶航空航
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及汽车制

造业加快生产等的带动下， 上半年
工业生产降幅比一季度明显收窄。

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完成 16169.28亿元， 比去年同期
下降 3.9%， 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0.9
个百分点。其中，6 月份全市工业生
产形势有所好转， 当月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月增长 0.9%。部
分行业实现较快增长，生物医药制造
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7.6%，石油化工及

精细化工制造业总产值增长 7.5%。
全市工业投资在集成电路等一

批大项目的带动下， 延续去年以来
的较快增长态势，已连续 15 个月保
持两位数增长。制造业投资比去年同
期增长 29.3%， 增速比一季度提高
19.0个百分点。六个重点工业行业投
资增长 34.9%。其中，生物医药制造
业投资增长 62.4%， 汽车制造业投资
增长 54.9%，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投
资增长 46.0%， 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
制造业投资增长 44.5%。

人均收入增速
跑赢经济增速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35294 元， 位列全国
之首，比去年同期增长 8.2%，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 6.0%，跑赢了经济
增速。分城乡来看，城镇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37174元，同比增长 8.
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0%;农
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007
元，同比增长 9.3%，扣除价格因素，实
际增长 7.1%。

从消费端看，上半年，全市居民
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2.1%，涨幅比
一季度提高 0.5个百分点。其中，消费品
价格上涨 1.9%，服务价格上涨 2.3%。

值得注意的是， 新消费呈现出
明显引领态势。 上半年全市新引进

各类首店 498家，网络购物交易额增
长 29.8%。家用电器类、通讯器材类、
服装类零售额分别增长 20.6%、18.1%
和 8.1%，化妆品类、日用品类分别增
长 24.6%和 22.2%。同时 ，国五车型
降价促销带动汽车类商品零售额止

跌回升，5月和 6月当月同比分别增
长 5.4%和 39.4%。在此带动下，全市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4%，增速比一季度提高2.1个百分
点，是 20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与此同时，上半年，上海金融市
场成交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25.2%，
增速比一季度提高 1.8 个百分点 。
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科创板
推出等利好因素推动下， 上半年沪
市股票成交额同比增长 28.8%，增
速比一季度提高 17.9 个百分点；上
证综指累计上涨 19.5%。

新增就业岗位
38.54万个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新增就
业岗位 38.54万个，比去年同期增加
0.80 万个。市统计局表示，当前上海
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截至 6 月底， 全市就业人数为
1015.62万人 (以到人社部门办理用
工登记为准)， 同比增加约 12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 18.77 万人 ，
同比减少 0.86万人。

■劳动报记者 邵未来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叶
佳琦 通讯员 龚宇一）昨天上
午，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三次会议（扩大）举行代表
分组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 市人大代表到各代
表组参加评议市政府今年上

半年工作。 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殷一璀出席会议。

代表们在评议中对市政

府上半年工作表示充分肯

定。 代表们表示， 上半年以
来，市政府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市委的决策部署坚

强有力， 加快落实三项新的
重大任务，在统筹推进“五个
中心”“四大品牌” 建设、“老
小旧远”、优化营商环境等各
项工作中坚持新发展理念 、
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 年初
市人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有

序推进，总体实现了“时间过
半、完成任务过半”。 代表们
认为， 当前经济总体向好的
基本态势没有变这个判断是

准确的，要继续坚定信心、稳
定预期， 以更加昂扬的斗志
做好当前各项工作。

代表们建议，要加强研究
制定推进长三角区域基础设

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机制 ，
推进长三角区域更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 要以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为契

机 ，加强郊区的产业 、金融 、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建设，
进一步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
要围绕科创板设立， 着力培
育优质科创企业， 既要加强
资金保障，又要完善技术、人
才等支撑机制。 关于优化营

商环境，有代表指出，要进一
步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

发展，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扩
大有效投资，释放内需潜力；
有代表建议， 政府要以企业
需求为导向， 积极做好安商
留商稳商工作。

坚持依法科学规范推进

垃圾分类也成为代表热议的

焦点。 代表们提出，要进一步
发挥基层组织自治作用 ，继
续调动和保护居民贯彻条例

的积极性； 政府相关部门要
继续加强部门联动， 研究破
解末端收运和储存能力等难

点问题； 要继续提升宣传报
道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为条
例实施继续营造良好社会氛

围。 代表们还围绕推动上海
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 、促
进 “一网通办 ”便利化 、提高
本市科技创新策源能力 、优
化人才综合配套政策、 继续
加快推进旧区改造、 推进老
旧小区加装电梯、 促进优质
教育资源均衡发展等本市经

济社会发展和市民关心问题

提出了意见建议。
代表们纷纷表示， 要进一

步坚定信心、振奋精神、认真履
职、汇聚民智，全力支持和推动
市政府做好下半年经济社会工

作， 为完成年初市人代会确定
的目标和任务作出应有贡献。

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
书记翁祖亮， 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徐泽洲 、 沙海林 、蔡
威、高小玫、肖贵玉、莫负春，
副市长宗明等出席会议。 在
沪全国人大代表也应邀参加

了代表分组会议。

（上接第 1版）
瑞伯公司是上海自贸试验区扩

区后设立的第一家外商独资的金融

职业培训机构， 负责人介绍了公司
情况。 李克强说， 近期我们公布了
新的金融开放 11 条措施 ， 金融
开放要以合规经营为基础 ， 这
些都需要更多金 融 高 端 人 才 。
要加强教育培训方面的中外合

作 ， 加快培养更多熟悉国内法
规和国际规则、 理念新善经营的金
融人才， 同时加强金融监管和风险
防范， 推动金融高水平发展。

市大数据中心负责人汇报了政

务服务“一网通办”的情况。 李克强
说，大数据里有民意有民心。人民是
衣食父母，用大数据改善政府服务、
更好满足群众需求是深化“放管服”
改革的重要内容，要依托互联网、大
数据优化再造政府办事流程， 进一
步利企便民， 同时也要加强数据安
全保护。 在临汾路社区事务受理服
务中心， 工作人员介绍依靠网络提
升社区管理服务水平、 提高群众满
意度的做法，李克强予以肯定。

李克强专门就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行调研指导。
他强调， 政府工作人员要自觉践行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把主
题教育和加快改善民生的工作紧密

结合起来，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推动
改革发展，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让
人民过上越来越好的日子。

李克强充分肯定上海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的成就，希望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奋力开拓，在改革开放创新方面迈
出更大步伐、作出表率。

肖捷、何立峰陪同考察。

连日来上海巴士第二公共交

通有限公司组织各车队队长、机修
和管理人员及司机对车载空调逐

一查验并做好维护保养，确保盛夏
季节营运公交空调车每天按时开

启正常运转。 图为巴士第二公司龙
吴车队党政工会领导冒着高温暑

热在品牌线路 111 路公交车上检
查车载制冷设备运转的情况，确保
车厢清凉舒适。 ■西荣 摄影报道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叶
佳琦 通讯员 袁婷）市十五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昨

天继续举行， 对市人大常委
会关于修改 《上海市历史文
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

护条例》 的决定草案等进行
分组审议。 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殷一璀参加审议。

据介绍，修法旨在贯彻落
实中央和市委关于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的最新要求和部

署，充分体现市委、市政府提
出的“深化城市有机更新、促
进历史风貌保护”和“留改拆
并举，以保护保留为主”的工
作要求， 注重城市功能完善
与品质提升， 为本市历史风
貌保护工作持续有效开展提

供法律支撑。
据悉 ， 本次修法是在

2002 年出台的原条例框架上
的延伸， 结合实践经验和实
际需求， 聚焦 “扩大保护范
围、强化政府责任、完善保护
措施、促进活化利用”等重点
内容进行的修改和完善 。决
定草案强化了对红色革命纪

念地保护； 增加了历史风貌
区保护规划程序和效力规

定； 明确了确需保留的历史
建筑的确定程序； 完善了对
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的要求 ，
并对其权利义务平衡作了规

定。
审议中，于广辉等委员建

议， 对优秀历史建筑要处理
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 应雪
云等委员指出， 活化利用是
将历史文化传承融入城市发

展战略的重要方式；赵福禧、
伏中哲等委员建议， 对优秀
历史建筑的日常维护利用要

有可操作性的办法。
会议还对《上海市标准化

条例 （修订草案）》、《上海市
司法鉴定管理条例（草案）》、
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促进和保

障浦东新区改革开放再出发

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决

定草案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

项等进行了分组审议。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

泽洲、沙海林、蔡威、高小玫、
肖贵玉、莫负春，秘书长陈靖
参加了审议。

本市修法促进历史风貌保护
强化对红色革命纪念地保护

明确确需保留的历史建筑的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