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叶
佳琦）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三次会议昨日审议并表

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
免去傅爱明的市十五届

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职务；
免去施凯的市十五届人

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职务；
免去蔡敏勇的市十五届

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

委员职务；

决定任命赵永峰为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
免去赵祝平的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局长职务；
决定任命解冬为市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 免去
郑杨的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局长职务；
任命杨慧亮为市监察委

员会委员；
任命蒋浩为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副院长、 审判委员
会委员、审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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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在上海·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座谈会上指出

沪鲁两地合作空间更加广阔
本报讯 7 月 24 日至 25 日 ，

由山东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刘家义， 省委副书记、 省长
龚正率领的山东省党政代表团在

沪考察。 24 日下午， 市委书记李
强， 市委副书记、 市长应勇出席
上海·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交流
座谈会， 两地政府签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 、
市政协主席董云虎、 市委副书记
尹弘参加相关活动。

李强代表市委、 市人大常委
会、 市政府、 市政协对山东长期
以来给予上海的支持帮助表示感

谢。 他说， 山东历史悠久， 文化
灿烂， 人文荟萃。 近年来， 山东
省委、 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

要求， 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加
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各项事业
发展取得了新成绩， 为全国发展
作出了新贡献。 山东干部群众敢
闯敢试敢干， 创造的好经验好做
法值得上海认真学习。

李强说， 当前， 我们正在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

海重要讲话精神， 全力推动三项
新的重大任务落地落实， 持续办
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上海是

全国的上海， 上海的发展离不开
全国的支持， 更好发挥辐射带动
作用、 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 ，
是上海的重要功能和使命。 上海
和山东同属东部沿海地区， 在区
域发展大战略、 改革开放大格局
中肩负着重要任务， 在经贸、 科
技、 文化、 农产品供应等诸多领
域有着良好合作。 随着一系列重
大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 沪鲁两
地合作空间更加广阔。 希望以这
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为契

机 ， 更好发挥两地在政策 、 产
业、 科技、 人才等方面的比较优
势， 把握发展大战略、 依托开放

大平台， 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 ，
提升合作能级， 共同为落实国家
战略、 服务全国发展作出更大贡
献。

刘家义代表山东省委和省政

府及山东人民， 对上海长期以来
给予山东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

谢 。 他说 ， 上海是全国改革开
放排头兵 、 创新发展先行者 。
通过实地学习 ， 我们切身感受
到上海近年来改革发展所取得

的突出成就 ， 深受启发 、 由衷
钦佩。

应勇、 龚正分别介绍了两地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并签署 《上

海市人民政府 山东省人民政府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上海市领导陈寅 、 翁祖亮 、

诸葛宇杰、 吴清、 彭沉雷、 方惠
萍 ， 山东省领导王书坚 、 孙立
成、 王清宪、 王忠林、 于杰参加
相关活动。

在沪期间， 山东省党政代表
团考察了上海化工区、 上海中心
大厦、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
验区企业服务中心、 浦东新区城
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 张江科学
城、 中国 （上海） 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 徐汇滨江以及有关高新技
术企业等。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叶
佳琦） 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三次会议昨日表决

通过了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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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浦东新区改革开放再
出发提供法制保障。

据介绍，浦东开发开放是
党中央、 国务院在我国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

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
上海要担当新使命、 实现新
作为， 必须继续高举浦东开
发开放旗帜。 市委常委会 5
月底审议通过了 《关于支持
浦东新区改革开放再出发实

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意见》。 为了贯彻落实市委文
件精神，6 月中旬， 市人大常
委会启动了决定草案的立法

调研和起草工作， 并通过座
谈会、 书面征求意见等方式
听取了有关方面对决定草案

的意见建议。
《决定》共七条，主要为浦

东新区改革开放再出发提供

了以下几方面法治保障：
一是围绕浦东新区新时

代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实际需

求，积极开展立法、修法等相
关工作； 根据立法法和本市
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的规

定， 可以决定在一定期限在

浦东新区暂时调整或者暂时

停止适用本市地方性法规的

部分规定； 根据法制统一原
则，在与国家推进浦东新区改
革开放的规定不一致时，本市
地方性法规作自动调整。

二是在坚持国家法制统

一原则的前提下， 根据本市
地方性法规的基本原则 ，可
以聚焦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创新发展、产业升级和城市功
能等重点领域， 制定相关规
章、规范性文件在浦东新区先
行先试，并报市人大常委会备
案； 可以按照权责一致的原
则决定由浦东新区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

行使市级经济管理权。
三是浦东新区人大常委

会、 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在坚
持法制统一原则的前提下 ，
根据本市地方性法规的基本

原则，可以聚焦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创新发展、产业升级
和城市功能等重点领域 ，作
出相关决定、 决议或者制定
相关规范性文件在浦东新区

先行先试， 并报市人大常委
会备案； 浦东新区人大常委
会围绕自贸试验区和科创中

心建设等重点工作， 可以依
法决定在一定期限在浦东新

区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

用本市地方性法规的部分规

定，并报市人大常委会备案。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25
日说，第十二轮中美经贸高级别
磋商将于 7 月 30 日至 31 日在
上海举行。

“为落实两国元首大阪会晤
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牵头人将
于 7 月 30 日至 31 日在上海见
面，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举行第十二轮中美经贸高级别

磋商。 ”高峰在当天举行的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说。

针对美国一些人鼓吹中美

经济“脱钩”的言论，高峰表示，
所谓的中美经济“脱钩”违背市
场经济规律 ， 违背双方企业意
愿，违背两国人民福祉，也会对
全球产业链和世界经济产生巨

大的冲击和影响。

“中美建交 40年来，两国经济
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高度融合的局面，两国人民和世界
人民都从中受益。 ”高峰说，所谓的
中美经济“脱钩”是很难想象的，也
是美国各界都不愿意看到的。希望
美国这些人摒弃零和思维，多做真
正有利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事情。

■新华社北京 7 月 25 日电

为浦东改革开放再出发
提供法制保障

第十二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将于月底在上海举行

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相关决定

市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表决通过人事任免案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
应勇昨日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

会议，部署推进“互联网＋监管”
工作， 促进政府监管的规范化、
精准化、智能化；研究加强和改
进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

助管理工作，进一步保障流浪乞
讨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基本生活；
研究修订《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
规定》，制订《上海市小型客运船
舶运输管理办法》等。

本市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

台于 2016 年建成运行， 市级平
台已汇集各类信息 247 万余条、
抽查检查信息 63 万余条， 多部
门共计完成对 38.5 万户市场主
体的抽查， 累计提请联合惩戒
156 万余条（次），双告知推送数
据 92.7 万条。 为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创新监管方式、 推行
“互联网＋监管”改革的决策部署
和有关要求，本市制定了《上海

市 “互联网＋监管” 工作实施方
案》，明确了十二项重点任务，要
求依托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台，
建设“互联网＋监管”系统，为开
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联合
监管、信用监管等提供支撑。

会议原则同意 《实施方案》
并指出，要持续深入推进 “放管
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
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依托“互
联网＋监管”系统，强化事中事后
监管， 促进政府监管规范化、精
准化、智能化，增强政府公信力
和执行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有关要求，切实保障流浪乞
讨人员人身安全和基本生活，市
有关部门制订了《本市〈关于加
强和改进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

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意见〉的实
施意见》。

会议原则同意 《实施意见》
并指出， 各部门要落实责任，主
动跨前一步，共同做好流浪乞讨
人员救助管理工作。

为了激励科技工作者开展科

技创新活动，推动本市科技进步，
市政府于 2001年制定出台了《上
海市科学技术奖励规定》，并分别
于 2007 年、2012 年进行过修订。
为适应实际需要， 市有关部门对
《规定》再次进行了修订。

会议原则同意 《规定 》修订
草案并指出，要不断调动科学技
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
力推进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会议原则同意制订《上海市

小型客运船舶运输管理办法》并
指出， 要维护水路客运市场秩
序，为乘客提供更加安全、便捷、
优质的服务。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上海部署推进“互联网+监管”
促进政府监管规范化精准化智能化

（上接第 1 版）
李强指出， 第 46 届世界技

能大赛后续筹办任务十分繁重，
各方面要全力以赴，把“富有新
意、影响深远”的要求更好贯穿
于筹办全过程。每一项具体工作
都要在细节上见精神、在创意上
见水平，有不一般的追求，留下
不一般的印记。 要聚焦既定目
标、倒排时间节点，把各项重点
任务抓紧抓实、抓深抓细 ，加快
推进世界技能博物馆建设，全力
做好各方面队伍培训。要加快完
善推进机制，充分发挥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上海市、世界技能
组织三方协调机制作用，按照精
干高效的原则尽快组建执行机

构，群策群力，形成合力。要抓好
技能人才工作相关政策举措的

落地落实， 培育更多 “能工巧
匠”。推出技能改变命运、技能铸
造成就的生动典型案例，激励更
多人以卓越技能创造美好生活。
要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用好各种
载体，营造浓厚氛围，让公众触
目可及，让办赛深入人心，让崇
尚技能、尊重劳动创造在全社会
蔚然成风。

张纪南指出，要提高政治站
位，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决策
部署上来，坚持从政治高度和全
局角度考虑和谋划世赛工作，切
实增强做好工作的使命感责任

感。 要突出工作重点，进一步完

善交接仪式活动方案，加强对接
衔接，用足用好演练，确保活动
达到最佳效果。 要加强团结协
作，各部门既要有明确的任务分
工，又要相互协调、加强沟通、密
切协作，形成工作合力。 要加大
宣传力度，通过立体式、全方位、
多角度的持续宣传，让全社会更
加关注技能人才、更加认同技能
成才、 更加广泛地弘扬工匠精
神，全面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
贵、创造伟大的良好氛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

海市领导汤涛、诸葛宇杰、彭沉
雷出席会议。国家有关部委及上
海市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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