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发有为抓开局

随着申城天气回暖，公园绿地成为市民们
喜爱的去处。盛开的花朵前，不时有人拍照，感
受春暖花开的美好气息。

上图：闵行区合川路和新泾港之间的运动
休闲绿地上，市民们前来散步赏景。

本报记者 李茂君 摄
右图：在黄浦滨江早樱树下跑步、拍照的

市民。 本报记者 海沙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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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卓客户端
今日 国内邮发代号：3-1

国外发行代号：D124
上观

苹果客户端
明日晴到多云 温度：最高 19℃，最低 8℃

风向：西南 风力：3-4级午后西北风 5级阵风 6—7级
晴转多云 温度：最高 15℃，最低 7℃

风向：偏东 风力：3-4级

埃塞航空客机失事，157人无人生还，其中包括 8名中国人

习近平向埃塞肯尼亚总统致慰问电
李克强向埃塞总理致慰问电，哀悼遇难者，慰问遇难者家属

新华社北京 3 月 11 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 3月 11日就埃塞俄比亚航空
公司客机失事造成大量人员遇难分别
向埃塞俄比亚总统萨赫勒-沃克、 肯尼
亚总统肯雅塔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埃塞
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失事，造成包
括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中国公民在内

的重大人员生命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
府和中国人民， 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
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
表示深切的慰问。相信埃塞俄比亚政府
能够有效做好善后工作，中方将提供必
要的支持和帮助。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就此向
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致慰问电，向遇难

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1 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陆慷 11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就埃塞俄比亚航空失事事件表示，目
前，遇难 8名中国公民身份初步确认。4

人为中国公司员工，2 人为联合国系统
国际职员， 另 2 人分别来自辽宁和浙
江，为因私出行。 相关报道刊 5版荩

今年力争实现苏浙皖地市级统筹区与本市各区主要医疗机构门诊直接结算全覆盖

推进长三角异地就医结算便利化
上海还将建立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把更多救命救急好药纳入医保

本报讯 （记者 邬林桦）上海将建立医
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 把更多救命救
急的好药纳入医保，对部分临床使用广、参
保人员负担重的诊疗项目及医疗器械，适
度扩大医保支付范围。 昨天下午召开的
2019 年全市医疗保障工作会议传来消息，

医保药品目录、 长三角一体化门诊费用直
接结算等市民关注的问题， 今年都将取得
新进展。

在去年试点的基础上，上海今年将进
一步推进长三角异地结算便利化工作，力
争实现苏浙皖三省地市级统筹区与本市
各区主要医疗机构门诊直接结算全覆盖，

方便参保人员在长三角异地就医。

根据中央和上海市关于机构改革的
统一部署，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去年完成组
建。组建过程中，上海医保工作不断不乱，

新部门顺利履行各项职能。 承担国家 4+7

城市药品集中采购试点工作。 与试点城市
2017 年同种药品最低采购价相比，25 个中
选药品价格平均降幅 52%， 最高降幅 96%。

扩大药品医保支付范围，将国家新版医保药
品目录新增的 339个药品和 36个国家谈判
药品全部纳入本市医保报销范围，并及时将
新一批国家谈判准入的 17种抗癌药纳入上
海医保目录， 大幅增加医保支付药品数量。

另外，医保局还会同公安等部门开展打击欺

诈骗保专项行动，覆盖各类医疗机构、药店、

医师及参保人员，共移送疑似骗取医保基金
案件 18 件，涉及犯罪嫌疑人 43 人，涉案参
保人 195名。

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地区之
一，为失能老人的基本生活权益提供制度性
保障刻不容缓。去年，市医保局牵头推进长
期护理保险全市试点，全市长护险提供的居
家照护服务达 566万人次。 下转荩5版

习近平总书记作重要批示，强调 2019年要解决一些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

中央定下硬杠杠，切实为基层减负
中办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将 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

新华社北京 3 月 11 日电 中共
中央办公厅近日发出《关于解决形式
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

明确提出将 2019年作为 “基层减负
年”。

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 11日介
绍说，去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一
份材料上作出重要批示， 强调 2019

年要解决一些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
问题，切实为基层减负。《通知》明确
提出将 2019年作为 “基层减负年”，

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心系基层、

关爱干部的深厚情怀，表明了党中央
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狠

抓作风建设的坚定决心，树立了为基层
松绑减负、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的实
干导向。《通知》 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

对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
作出进一步部署，有利于更好激励广大
干部崇尚实干、担当作为，以优异成绩
迎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通知》围绕为基层减负，聚焦“四
个着力”， 从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
强思想教育、整治文山会海、改变督查
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现象、完善
问责制度和激励关怀机制等方面，提出
了务实管用的举措。

针对目前文山会海反弹回潮的问

题，《通知》在这方面定了一些硬杠杠。

一是层层大幅度精简文件和会议；二
是明确中央印发的政策性文件原则上
不超过 10页， 地方和部门也要按此从
严掌握；三是提出地方各级、基层单位
贯彻落实中央和上级文件， 可结合实
际制定务实管用的举措， 除有明确规
定外， 不再制定贯彻落实意见和实施
细则；四是强调少开会、开短会，开管
用的会，对防止层层开会作出规定。

《通知》着力于解决督查检查考核
过度留痕的问题，明确提出要强化结果
导向，坚决纠正机械式做法。

下转荩5版

■层层大幅度精简文件和会议
■中央印发的政策性文件原则上不

超过 10页，地方和部门也要按此从严掌握
■地方各级、 基层单位贯彻落实中

央和上级文件， 可结合实际制定务实管
用的举措，除有明确规定外，不再制定贯
彻落实意见和实施细则

■少开会、开短会，开管用的会，防止
层层开会

■严格控制“一票否决”事项，不能动
辄签“责任状”

■对涉及城市评选评比表彰的各类
创建活动进行集中清理

务实管用硬杠杠

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
———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就《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

通知》答记者问

今日看点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代表委员共议养老———

为幸福晚年营造
“可期的未来”

本期长三角圆桌：苏浙皖沪代表建言区域环境“共商共享共治”

水气相连，“四家人”共建绿色长三角
苏

2018年 6 月 1 日，三省
一市信用办及生态环境部
门共同签署了《长三角地区
环境保护领域实施信用联

合奖惩合作备忘录》，在国内率先建立
跨区域环保信用联合奖惩模式

浙
加强制度联动， 最终

形成生态环境保护共抓、
共管、 共享的体制机制。
长三角各省市必须打破

地区利益， 从全局视野和大历史的
角度来谋划一方水土的永续发展

皖
去年， 安徽全面推广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
制试点经验，取得了良好
成效。安徽将充分发挥左

右逢源的独特优势， 全方位深化与
沪苏浙的分工合作

沪
近期，沪苏浙三省市交

界区域将建设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目前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绿色发

展规划已先行启动研究
详细报道刊 2版荩

全文、答问刊 4版荩

暖意浓 赏花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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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锟

短短几年，以 B2C网购
为主的消费互联网席卷全
球。当人们还在为这种改变
惊叹时 ， 互联网的这把
“火”，正在体量更为庞大的
工业领域“烧”了起来，它就
是工业互联网。

今年的全国两会政府
工作报告中，“工业互联网”

成为“热词”，报告中提出：

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拓展
“智能+”， 为制造业转型升
级赋能。工业互联网究竟是
什么？上海在工业互联网的
这条车道上处于怎样的位
置？

“上海模式”涌现
简单来说，工业互联网

就是将人、数据和机器链接
起来， 以重构全球工业、激
发生产力，它被视为全球新
一轮科技与产业竞争的制
高点。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关
键支撑，工业互联网就像是
产业的“神经”，正在全球范
围内不断颠覆传统制造模
式、生产组织方式和产业形
态。业内有一种说法，工业
互联网连接形成的能量将
是消费互联网的百倍甚至
千倍，掀起的巨浪能级是消
费互联网所不能比拟的。据
市场研究公司 Markets and

Markets 最新报告，2023 年
全球工业互联网的市场规
模将达 914亿美元，其中以
亚太地区的年复合增长率
为最高。在中国，随着《关于
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

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
见》、《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
计划(2018-2020年)》等政策
密集出台，工业互联网正在
迎来爆发式增长，助推传统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下转荩5版

■国家正建设标识
解析五个顶级节点，上
海是其中之一

■依托工业互联网
创新中心（上海），上海
率先启动标识解析国家
顶级节点的建设， 一批
重点行业二级节点正在
加速落地， 并逐步向长
三角地区进行服务辐射

■目前， 上海聚焦
临港、松江、金山、宝山等
重点产业园区，率先实施
5G、 时间敏感网络等基
础设施试点应用，上海飞
机制造等企业也正紧锣
密鼓部署 5G应用

让老人在“家门口” 得到精准悉心照料
通过专业社会组织辅助，增强家庭、社区、邻里、

志愿者在养老生活中情感关怀以及心理疏导的作用

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推进住宅加装电梯
对于 5层及以上的房屋，房屋主管部门应在征求

小区意见基础上制定加装电梯计划；5层以下房屋，若
60岁以上住户超过 20%，也应列入计划

探索养老护理保险 破解失能失智困局
青岛市民个人每月缴纳小额养老护理险， 将来投

保人若是失能，就可以入住养老机构，费用由保险给付

完善意定监护制度 落实超血缘监护权
鼓励有善意的人乐当意定监护人。一旦发现危害

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及时终止意定监护，并对
意定监护人予以严惩 刊 3版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