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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天仍是阴阴雨雨
本报讯 （记者 戚颖璞） 这个冬天总是阴阴雨

雨。 根据市气象部门统计，2018年 12月至 2019年
2月 13日，中心城区（徐家汇站）共出现雨日 38天。

这是上海自 1873年有正式气象记录以来， 近 145

年中同期雨日第二高位。 史上第一是 1918 年至
1919年同时期的 45个雨日。

明天，受扩散南下的冷空气影响，上海将有小
雨夹雪或雪。本周日，上海雨雪停止，转为多云到阴
天气。未来十天里，阴阴雨雨还是上海天气舞台上
的主角。根据目前气象资料分析，由于冷暖空气活
动频繁，上海下周仍多时阴时雨天气，日照稀少，气
温相对稳定在 5℃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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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论坛·中国新闻名专栏市民健康三大指标连续十多年保持国内领先，位居世界第一梯队

去年上海户籍人口期望寿命
本报讯 （通讯员 潘明华 记者 顾泳）市

卫生健康委昨天传出消息：2018年上海户籍人
口期望寿命 83.63岁，其中男性 81.25岁，女性
86.08岁；上海地区婴儿死亡率为 3.52‰；上海
地区孕产妇死亡率为 1.15/10万。 平均期望寿
命持续攀升，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进一
步降低，市民三大健康指标已连续十多年保持
国内领先，并达到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领先水
平，为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奠定扎实的健康基
础。

首创医联体和家庭医生制度
三大健康指标是世界卫生组织衡量一个

国家和地区卫生健康水平的最主要标准。改革
开放 40年， 为什么上海市民三大健康指标能
位居世界第一梯队？记者了解到，上海始终坚
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多部门联动、全社会
支持，勇挑全国医改先行先试重担，卫生事业
取得跨越式发展，织就了一张牢固密实的城市

健康“守护网”。

上海坚持预防为先，把卫生资源用在刀刃
上。目前，上海市民可免费获得 12 大类 42 项
基本公共卫生项目服务，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
种率保持在 99%以上。上海连续四轮公共卫生
服务体系建设为健康城市“强身健体”。

大力推进亚洲医学中心城市建设，推动重
点临床专科“腾飞计划”。健全完善三级医疗卫
生服务网络，拥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5272

家，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均衡布局，每个郊区至
少有一所三级医院。老百姓“用脚投票”，上海
“医学高地”吸引大量国内外患者，已成为异地
患者流入最多的省份，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
的能力不断增强。

同时，上海注重“强基层”，积极构建合理
的诊疗秩序，在全国首创医联体和家庭医生制
度。目前，全市已建立区域医联体、专科医联体
40多个，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同质化。为了让社
区“小地方”解决更多百姓健康“大问题”，上海

重点推进家庭医生制度，“1+1+1” 家庭医生组
合签约已超 670 万人， 做实做深做细预约就
诊、优先转诊、便捷配药、优先家庭病床等惠民
举措，居民的基本健康需求在家门口得到有效
满足。

急救平均反应时间 12分钟
为保障每一位母婴安全，上海率先在国际

上设立妇幼生命救治网，即“5+6”市级危重孕
产妇、危重新生儿会诊抢救中心；率先在国际
上开展保健与临床紧密结合的“五色法”服务
管理，实现母婴保健、妊娠风险干预、疾病筛查
等均等化服务。在国内率先发布儿童、妇女健
康服务能力建设两个专项规划，全覆盖构建五
大儿科联合体、“两癌” 疾病筛查等健康服务
网，实现母婴保健、妊娠风险干预、疾病筛查等
均等化服务。上海经验得到国际组织充分肯定
和赞誉，已在全国推广。

为争分夺秒抓住患者的黄金抢救时间，上

海构建水陆空立体化医疗急救体系；急救站点
平均服务半径 3.6公里， 每 3万人口拥有 1辆
救护车，平均反应时间 12分钟，为历年最好水
平，并拥有了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认证的首支国
际应急医疗队。

此外，上海在卫生资源配置中不断向“老”

和“小”等特殊群体倾斜。全市大力加强医养结
合和老年护理，积极推进康复医院转型，在 280

多家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设立临终关怀和
安宁疗护模式，让生命终点充满温情。

在被誉为健康界“奥林匹克”的第九届全
球健康大会上，时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
富珍称赞上海是健康城市工作的样板城市。市
卫生健康委主任邬惊雷表示，2019年是改革开
放再出发的第一年，上海将构建以家庭医生服
务为重要支撑的社区健康服务体系，通过完善
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推进医药卫生信息互联互
认，健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等举措，不断提升
市民的健康水平。

保持扫黑除恶高压态势
本报讯 （记者 简工博 通讯员 郑法玮）

昨天，本市召开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视频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会议听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情况汇报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总结本市 2018年度专项斗
争工作，部署 2019年扫黑除恶工作。市委常委、

副市长、市委政法委书记陈寅出席会议并强调，

要充分认清专项斗争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持
续保持扫黑除恶高压态势， 牢牢把握扫黑除恶
主动权，推动专项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

据悉，2018年全市侦破 3起涉黑案件，摧
毁恶势力犯罪集团和团伙 136个，抓获涉黑涉
恶犯罪嫌疑人 1017人， 破黑恶团伙案件 262

起。今年，上海市将紧紧围绕三年为期的工作
目标，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坚持标本兼
治、综合施策，坚持专群结合、依靠群众，以重
点地区、行业、领域为突破口，以深挖彻查“保
护伞”为关键点，依法严惩黑恶势力犯罪，持续
对黑恶势力发起强大攻势。

陈寅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以对党和人
民高度负责的态度， 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
局意识、责任意识，把扫黑除恶工作置于更加
突出的位置抓实抓好。要进一步加大线索排摸
核查和综合运用核查力度，以案件线索管理为
抓手，加强依法惩治、打“伞”破“网”。要形成工
作合力，发起强大攻势、以堵塞管理漏洞为抓
手，强化综合整治和源头治理。要切实发挥党
的领导优势，强化组织保障、基层建设，健全工
作机制，压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责任。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龚道安，市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刘晓云，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出
席会议。

着力培养选拔高素质干部
本报讯 （记者 张骏）昨天，全市组织部长

会议暨老干部工作会议在市委党校召开，回顾
总结 2018年工作， 研究部署 2019年任务。市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于绍良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做好全年组织工作和老干部工
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
话精神，认真贯彻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全国组
织部长会议、全国老干部局长会议和十一届市
委六次全会精神，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扎实推进党的组织体系建设。

会议强调，做好全年组织工作和老干部工
作，要更加自觉坚定地做到“两个维护”，坚持
向中心聚焦、为大局聚力，践行宗旨意识、彰显
价值取向，坚持实践实干实效、提高工作质量，

增强风险意识、提升斗争本领。重点抓好六个
方面任务：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自觉做新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
践者。坚持忠诚干净担当，着力培养选拔充满
激情、富于创造、勇于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突出
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推进新时代基层党建高质
量创新发展。广泛集聚各方面优秀人才，打造
近悦远来的国际化人才集聚新高地。更加用心
用情，扎实做好老干部工作。按照“政治上绝对
可靠、对党绝对忠诚”的要求，进一步打造模范
部门、过硬队伍。

黄浦部署5G试商用网
年内覆盖外滩等重点区域

本报讯 （记者 唐烨）昨天下午，黄浦区人
民政府与中国移动上海公司共同签署关于推
进黄浦区 5G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创新
应用示范区的合作备忘录。5G 试商用网将首
批部署黄浦区，今年会率先覆盖外滩、南京东
路和人民广场等重点区域。

双方将围绕 5G建设布局和创新应用示范
进一步深化合作， 共同推动 5G等新一代信息
基础设施在黄浦区先行先试，包括着力打造“双
千兆宽带城市”示范区；推动 5G技术在城市治
理、社区管理、民生服务、企业服务等领域应用，

打造创新应用示范区；完善 5G创新生态，推动
基于 5G技术的应用研发，支持人工智能、大健
康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创新型企业快速发
展，不断提升黄浦产业能级。

目前，黄浦全区已实现光纤到户、百兆家
庭宽带接入全覆盖， 具备千兆接入能力小区
100余个，万兆接入能力楼宇超过 300栋，用户
感知度和体验感进一步提升。

上海将试点社区帮困顾问
本报讯 （记者 彭薇）今年，上海将探索启动

“品牌社会组织”计划，分类别、分领域选取一批具
有代表性和行业领军性质的社会组织，打造上海社
会组织品牌，挖掘一批社会组织领军人才。这是昨
天召开的全市民政工作会议上传出的消息。

今年，本市民政工作将在社区养老顾问、社区
退役军人事务顾问等基础上再探索试点社区救助
帮困顾问。继续大力发展“嵌入式”养老，做实街镇
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在城区打造“15分钟居家
养老服务圈”，提供融合助餐、日托、全托、医养结合
等为一体的综合养老服务。

副市长彭沉雷出席会议并讲话。

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上海新闻界座谈推动媒体融合改革向纵深发展

再出发再突破，让主旋律更高昂
本报讯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

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发表后，上
海新闻界第一时间掀起认真学习、深入领会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热潮。2 月 14 日下
午，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推动上海媒体融合
改革向纵深发展研讨座谈会召开。与会者纷
纷表示，上海主流媒体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全媒体时代积极担
当新使命、展现新作为，推动媒体融合改革
再出发再突破，不断向纵深发展。

守正创新，有“融”乃强。在市委的直接
领导和推动下，上海宣传系统全力推进媒
体“深度融合，整体转型”改革。经过 5 年
的努力，上海报业集团、上海广播电视台
和东方网旗下移动客户端目前总下载量
已达 2.8 亿，其中亿级平台 1 家，千万级平

台 5家， 百万级平台 6家， 总日活量达 1600

万，结合其他内容分发渠道，每日可覆盖用户
达 4.9亿。

为客观分析上海媒体原创力、传播力、影
响力的总体情况， 清醒认识上海媒体融合发
展在全国所处的方位，市委网信办研发了“媒
体传播影响力分析平台”。根据最新汇总统计
的 2018 年数据分析，上海媒体在全国新媒体
原创内容数量、 总传播力和总影响力前十名
中均占据半壁江山， 其中澎湃新闻、 新民晚
报、界面·财联社、解放日报 4 家在三个榜单
中均名列前十。 数据显示，2018 年， 上海 14

家主要媒体原创内容数量、总传播力、总影响
力分别同比增长 29.2%、235.7%、90.8%。

“上海媒体在全国占据重要位置，成绩来
之不易； 上海媒体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未

来仍需努力。”与会者表示，上海媒体融合发展
的先发优势稍纵即逝，不进则退、慢进则汰，要
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加快推动媒体
融合发展和改革创新，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
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让正能量更强
劲、主旋律更高昂。

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周慧琳出席会议
并讲话， 他要求上海主流媒体把握融合发展
新机遇新形势， 把握中央和市委新部署新要
求，优化顶层设计、掌握先进技术、加强内容
建设， 进一步深化深度融合整体转型战略；

要强化组织领导、创新体制机制、加强人才
培养、 进一步确保融合发展继续走在全国前
列。

本市主要新闻单位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负责人参加会议并作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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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哈啰单车”夜间
悄悄在上海市区投放新车
引起关注。 根据此前约定，

哈啰单车原则上投放仅限
莘庄地区，而此次突然投到
相隔甚远的静安区等市中
心， 无疑触犯了共享单车
“禁投令”。 在媒体报道后，

哈啰单车方面作出解释，但
似乎并不完全能让人接受。

其实，不管是有意还是
无意，这件事凸显了单车企
业的某种尴尬：虽然有“禁
投令”， 但现在确有投放新
车的需求。 那么， 问题来
了———“禁投令” 是否过时
了，是否该改变？

时间回溯到 2017 年 8

月 18日， 上海市交通委对
各共享单车企业下达告知
书，明确即日起暂停新增投
放车辆，一旦发现将作为严
重失信行为纳入企业征信
档案。这就是“禁投令”的出
台。彼时，上海街头共享单
车超过 150万辆，明显供过
于求，各色单车挤满大街乱
停乱放，既影响出行也损害
市容。 毫无疑问，“禁投令”

应时而出， 是正确之举，对
处于高烧状态的单车企业
也是一帖清凉剂。

然而时至今日， 经过
“高烧”状态的共享单车，其
命运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最大的两家单车企业摩
拜和 ofo，一个易手他人，创
始人退出，一个陷入催债泥
潭， 曾经身价 35 亿元的创
始人竟被列入“老赖”名单。

与此同时， 当初实施
“禁投令” 的条件似乎也在
消失：

一是街头单车数量锐
减。其实不用做统计，只要街
头走走， 就明显感觉共享单
车的寥落。 根据有关部门说
法， 最高峰时上海街头共享
单车量达 170万， 现在恐怕
最多也就四分之一。 如果再
刨去大量损坏而无法骑行的
车辆，可能还要再打些折扣。

二是市民对共享单车的需求难以满足。共
享单车因能有效满足公众短距离出行需求，解
决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而受到欢迎。即使经
历“烧钱暴力”，这种旺盛需求仍没减退。据网
上调查，用户目前抱怨更多的是车太破、车太
少，找辆好车太难。

三是资本不再冲动如昨。当共享单车处于
风口时，资本背着钱袋大肆追逐。一项数据显
示，2017年至 2018年，共享单车领域融资金额
超 320亿元。由于追求垄断，盲目扩张，实行超
饱和投放，最终导致“原本能挣钱”的单车行
业，成本猛增、亏损蔓延。如今潮水退却，“裸泳
者”无奈上岸烤火，等待下次风口。短期内，资
本疯狂投入现象恐难再现。

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共享单车从其出生起
就与城市治理紧密相关。现实情况千变万化，治
理也需要与时俱进。就一项政策而言，虽然不应
该朝令夕改，但是也很难管一辈子。根据现实情
况及时作出相应调整，当是题中应有之义。

当然，政策调整也要慎重。事先仍需要进行
充分调研，看看相关需求是否具有代表性，会不
会因为政策调整带来其他连锁效应。同时，调整
也不是原样复制，一下子回到“解放前”。就拿
“禁投令”来说，不是一“开禁”就万事大吉了。即
便是重新允许新车投放， 也绝对不可能是一窝
蜂地上。 这就对有关管理部门提出了更高更细
致的要求，如做好单车企业备案，动态掌握甚至
公开单车投放量，加强精准投放、应急调配，引
导有序停放、及时清理破损车辆等。

在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城市治理者会遇
到很多类似共享单车这样的考题。也许，并非
每一次都能给出完美答案，但正是在这样的实
践探索中，新的治理理念得以贯彻，新的治理
手段获得应用，而这些对于城市治理能力的提
升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历练。

28年前的今天开始，1991年 2月 15日到 4

月 12日，《解放日报》 以每篇发表时间间隔 20

天左右的节奏， 在头版重要位置连续发表了四
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在全国引发热烈讨论。

2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系列评
论的首篇《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文章指出：

十年看头年，辛未羊年，对于上海来说，应当是
一个“改革年”。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证明，“何
以解忧，唯有改革”……我们的各级干部，要以
改革的姿态，振奋精神，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

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3月 2日，“皇甫平”系列评论的第二篇《改
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文章提出：解放思想
决不是一劳永逸的。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
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
本主义的标志。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
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

我们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
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等同起来，一讲市场
调节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不能把利用外资同自
力更生对立起来；不能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

对立起来；不能把持续稳定发
展经济、不急于求成同紧迫感
对立起来。

3月 22日，“皇甫平”系列
评论第三篇《扩大开放的意识

要更强些》发表。文章指出：增强扩大开放意识，

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 抛弃任何一种保
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形成与一个先进的国际城
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
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
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
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
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皇甫平”系列评论的第四篇《改革开放需要
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发表在 4 月 12 日。文章
指出：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开创九十年代现代
化建设新局面，必须不失时机地培养、选择和任
用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要选好用好大批德才兼备的干
部，首先要大胆。其次是要广泛，

要不拘一格用人才。选准选好干
部还要发扬民主。

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在
南方谈话中多次论及这场交锋
中所涉及的一些重大理论观点。

（本报记者 倪佳 整理）

1991年 2月 15日

“皇甫平”系列评论开始发表

扫码重温
“今日中国”

“今日世界”

绿地收购董家渡项目50%股权
将按规划方案打造滨水新兴金融中心

本报讯 （记者 戚颖璞）绿地控股证实
收购中民投董家渡项目。昨晚，绿地控股发
布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绿地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收购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中民投”）及其子公司上海佳渡置业有限公
司（简称“佳渡置业”）持有的中民外滩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中民外滩”）50%股
权，以及中民投、佳渡置业对中民外滩的全
部债权，交易价格共计 121亿元。

2月 13日，中民外滩股东发生变更，分别
持股 49%和 1%的中民投、 佳渡置业退出股东
行列，绿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取而代之成为新
股东。中民外滩法人代表同时变更为绿地集团
总裁助理徐宗璞。

股权变更后，绿地地产集团持有中民外滩
50%股权，安信信托持有 45%、上海外滩投资
开发（集团）持有 5%。

本次上海董家渡地块易主之前，中民外滩

拥有中民投联合体拍下的董家渡 13 号和 15

号地块。2014年 11月 18日， 中民投联合上海
外滩投资、 佳渡置业以 248.5亿元人民币拍得
黄浦区外滩金融集聚带核心位置的董家渡 13

号、15号地块 （黄浦区小东门街道 616、735街
坊），成为 2014年上海总价最高地块。

董家渡 13号、15号地块采取 “带规划方
案”的整体出让方式，并按照规划要求将其打造
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滨水新兴金融中心，成
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有机组成部分。 根据原
有规划， 办公部分包括 4幢甲级写字楼及 7幢
总部办公楼， 商业涵盖高端购物中心及开放式
休闲商街， 另有超高层五星级酒店及 8幢住宅
楼。项目有 1.8万平方米中央绿地广场、历史保
护建筑、滨江文化休闲空间等文化功能配套。

1991年2月15日报纸头版。

近日，一场反劫持演练在上海浦东张江高
科某会所悄然打响。武警上海总队执勤二支队
针对反恐处突任务实际，让特战队员在类似实
战的环境中经受历练，锤炼反恐处突硬功。

视觉中国供图

锤炼反恐处突硬功夫

83.6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