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取和审议《关于徐汇区旧

区改造和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十

三五”规划落实及
!"#$

年工作计

划情况的报告》

蒋林弟（区人大代表、上海电

力建设责任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区政府在各项工作上都自我
加压，做得很好。两点建议：一是把
零星旧改的方案做得更细、更实，
要多听取相关单位和居民意见。二
是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加强考核。
对代建单位的考核要到位，对重大
项目和分期建设项目要有中期评
估和后期评估。

刘耀民（区人大代表、上海申

通地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物业开

发事业部总经理）：

对区政府工作表示肯定和赞

赏。三个建议：一是 15号线 8个
站点上盖开发要早作规划设计，
最好同步建设开发，至少也要留
有开发空间。二是要有分管副区
长牵头在每季度召集相关部门开
会推进工作。三是引入对相关人
员的绩效考核机制，有奖有罚。

余启帆（区人大代表、中高实业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副总裁）：

据了解，某零星旧改小区居
民签约进度缓慢，建议：一是不
能让少数人不合理的要求“绑
架”多数人改善住房的权利，政
策制定上政府要有所考虑，或加
大做群众工作的力度。二是拆
违、无证经营和日租房整治要在
旧改之前进行，要有系统思考和
安排。

王惠敏（区人大代表、上海船

舶工艺研究所所长）：

两点建议：一是除了做好统筹
工作，更要保护和调动现有居民参
与改造的积极性。二是重大工程项
目要更加聚焦重点，要分类管理，
政府同时提供相应服务。

李胜来（区人大代表、上海上实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旧改和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完
成后的常态长效维持和维护工作
希望同步考虑，后续管理工作要
加强。

赵月樑（区人大代表、上海法
治报副主编）：

斜土路 1664弄小区居民为
了旧改几次来我这寻求帮助。他
所居住的房屋 50年代建造，属于
复旦大学，但在徐汇区内，这就涉
及管理和权限问题，希望政府相
关部门在推进旧改工作中，协调
和推进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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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旧区改造工作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
徐汇区已在“十二五”期间基本完成
了成片旧区的改造工作，较大改善
了城区环境和居民生活，“十三五”
徐汇区旧改将转为零星旧区改造及
结转基地的平地。

一、“十二五”旧改完成情况及

“十三五”考虑

“十二五”期间，我区遵循市委
市政府的发展要求，按照“启动一
批、收尾一批、储备一批”的总体思
路，累计完成旧区改造地块 31块，
主要分布于漕河泾、长桥、龙华、康
健、虹梅、华泾等肇嘉浜路以南区
域。改造建筑面积约 72.8万平方
米，居民户数约 6400户，基本完成
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的改造。因
此，“十三五”期间对于二级旧里以
下房屋的改造主要是针对零星二级
旧里以下房屋的改造。

在改造思路上，做到四个转
变：从过去注重“土地收储”为主，
转变为注重“风貌保护”、“城市更
新”为主；从过去更注重“经济利
益”，转变为更注重“环境利益”“人
文利益”；从过去以“拆”为主，转变
为“拆”“改”“留”并举；从过去对风
貌区的旧改（包括保护）从“单栋、
一般性保护”转变为“成片成街坊
保护”。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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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工作计划

市政府关于徐汇区 2016年旧

区改造任务：应完成居民改造 300
户，平地 5个，改造建筑面积 2.4万
平方米。

（一）以收尾工作为重心，加快
在拆基地平地节奏

结合土地出让计划及 2015平
地的完成情况，2016年收尾重点为

“5+2+1+X”，确保完成 5个基地平
地、2个基地平地、1个基地上半年
平地。

（二）以“十三五”为依托，重点
加快零星旧区改造步伐

2016年计划启动 6个旧改地
块的改造工作，涉及居民 400余户，
建筑面积 3万平方米，其中适用国
有土地政策的 3个，集体土地政策
的 3个，改造资金 20亿元。

（三）以市重大工程腾地为目
标，加快前期腾地工作

根据市政府关于重大工程前期
腾地的要求，我区 2016年市重大工
程前期腾地主要为轨交 15号线 8
个站点、1座中间风井、2座桥涉及
的企业、居民的腾地。

（四）以区区对接道路建设为载
体，同步推进腾地工作

根据徐汇区“十三五”规划大纲
和上海市 2015—2017年区区对接
道路建设任务具体要求，2016年我
区需完成武宣路和华发路道路范围
腾地工作，并启动景洪路、华济路等
项目前期准备工作。

三、工作重点

1、细化时间节点、明确责任主

体。根据明确的年度启动及平地计
划，请相关部门进一步细化启动房
屋征收前及责令交地等手续的时间
节点，制定相对稳定平衡的补偿原
则及科学合理的实施计划，以此为
工作目标，签订目标责任书，相关部
门予以支持。

2、确保资金、房源到位。创新融
资渠道，尽快落实改造资金，确保房
屋征收前资金到位。区建交委统筹
库内房源，完善保障措施。

3、深化零星旧改工作。从“民生
保障、风貌保护、环境整治、安全隐
患”出发，进一步摸查我区旧区及旧
住房情况。

关于市、区重大项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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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工作完成情况

2015年，涉及本区的市重大工
程和区重大项目“4+24”，年度目标
任务基本完成。其中：

———市重大工程方面：轨交 12
号线已投入试运营，各站点环境协
同配置基本完成；15号线推进了工
程站点规划、腾地方案和投资框架
协议等。

———区重大项目方面：24个区
级重大项目中，21个已经开工建
设，剩余 3个项目中，徐家汇教堂广
场周边改造项目已再次对接国家文
保委修改方案继续报审，徐家汇天
桥连廊一期工程正在落实周边企业
的最终方案对接和签订相关协议，
城开滨江商务楼项目地下空间方案

正在深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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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项目安排情况

今年是“十三五”开局年，围绕
区委、区政府“抓开局、补短板、促发
展、惠民生”的主题，2016年重大项
目的选择，考虑在保持 2015年工作
延续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补
短板、惠民生有关项目的推进。

全年共安排区重大项目 27个，
总建筑面积约 452万平方米。

三、工作重点和措施

围绕今年市重大工程、区重大
项目的特点，今年项目推进的重点
聚焦在几个方面：一是前期腾地，
今年工作形势最大的变化就是继
迎世博建设动迁后，我区又一次迎
来较大规模的市政动迁，即 15号
线建设，并且按照市里今年要开工
的要求，腾地压力较大，这也是我
们今年重大工程、重大项目的重中
之重；面上其他不少项目也都涉及
前期动迁要推进，对按期开工压力
较大。二是前期审批，不少项目地
理位置特殊，受周边重要设施、建
筑的影响，专业评审较多，需落实
的保护措施多，一定程度上可能会
影响既定的开工计划，要统筹加强
协调，加快推进开工。三是施工矛
盾处理，一些项目与居民区较近，施
工矛盾较多，比如徐家汇中心项目、
口腔医院项目等。四是项目管理，在
加大推进项目进度的同时，要切实
推行好代建制，提高政府投资项目
管理水平，确保资金安全和使用效
率。

关于徐汇区旧区改造和重大工程项目
“十三五”规划落实与2016年工作计划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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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区改造和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是推动我区经济社会及民生事业发
展的重要组成。今年是“十三五”规
划开局之年，区人大常委会将两项
工作的推进计划列为常委会议题听
取和审议，城建环保委受人大常委
会委托进行了专题调研，现将有关
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在旧区改造方面，从实际出发，
改善居民群众的居住条件，并更加
注重环境建设和风貌保护。

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方面，任
务明确，目标清晰，重点做好抓前
期、抓开工、抓续建，注重协调，加强
管理。各项工作平稳有序，并呈现出
三个特点：一是自我加压，二是破解
难题，三是落实责任。

二、主要问题

1、零星旧改方案还不够完善。
虽已确定“十三五”期间和 2016年
工作目标，但在整体推进工作的时
间、空间布局上，如旧改地块实施

“改善”“置换”或是“征收”的界定标
准不够明确等。2、重大项目管理推
进机制还不健全。政府投资项目的
责任考核机制有待落实，与我区今
年重点工作的统筹对接还需进一步
加强。

三、几点建议

区人大常委会对区建交委提出
的关于推进旧区改造和重大项目的
工作计划予以肯定，希望能够尽快
落实。除此之外，结合调研情况，再
补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关于旧区改造
1、做好一个统筹。将旧区改造

与旧住房综合改造统筹考虑，进一
步研究细化零星旧改地块“拆”“改”

“留”及“改善”“置换”“征收”的实施
原则及具体实施方案、口径等，以争
取主动、把好事办好。2、调动两个积
极性。一是充分调动街镇工作积极
性。二是不断提升居民共同推进旧区
改造的积极性。3、做到三个完善。一
是完善规划，二是完善方案，三是完善
保障措施。

（二）关于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1、完善对接机制。加强与市有

关部门的对接，借力助力，做实“拉
警报”机制。2、对接好本区当前的几
项重点工作。如与成片地块拆违后
项目开发对接，加快与华泾地区城
市化建设对接，与风貌区保护更新
对接，与生态项目。3、聚焦重点，分类
管理和服务。重点关注市重大工程及
区政府投资的公共项目，确保重大
工程项目安全、高质、如期完成。

关于徐汇区旧区改造和重大工程
项目建设“十三五”规划落实及
2016年开局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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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四次会议

·建言献策·

234:;<=>)*?@A4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