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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羽毛球学院在沪揭牌
本报讯 （记者 姚勤毅）中国羽毛球协会羽毛

球学院昨天在上海体育学院举行签约暨揭牌仪式。

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张军表示，“希望中国羽毛球
协会和上海体育学院共同努力， 争取各方资源支
持，建设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羽毛球运动项目学
院，为中国羽毛球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据悉，中国羽毛球学院近期将启动奥运攻关科
技服务、羽毛球发展“十四五”规划、遴选组建羽毛
球学院发展战略专家智库等相关工作。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颖川、 上海市副市长
陈群为中国羽毛球协会羽毛球学院揭牌。

新开发银行总部大楼封顶
本报讯 （记者 张煜 通讯员 严瑶）昨天上午，

在微微细雨中，随着一榀钢梁徐徐升至 30楼顶层，

新开发银行总部大楼成功封顶。

在历时 22个月的紧张建设后，截至目前，该总
部大楼已实现主楼核心筒结构封顶，外框钢结构施
工至 30层，裙房结构全部完成。按照进度，总部大
楼将于 2020年 8月底建成，并于 2021年 9月交付
新开发银行使用。建成后，这幢总建筑面积 12.6万
平方米，建筑高度 150米，包括地上 30层和地下 4

层的大楼将满足约 2000人的办公需求。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寅，新开发银行行长
卡马特出席封顶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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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谈燕）

市委书记李强昨天下午会
见了法国开云集团董事会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弗朗索
瓦-亨利·皮诺一行。

李强说，上海是中国最
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当前正
在按照习近平主席对上海
工作的指示要求，加快建设
“五个中心” 和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发达的商业是这
座城市的一张金名片，我们
正通过业态创新、 模式创
新、技术创新，全力打响“上
海购物”品牌，加快建设国
际消费城市。开云集团与上
海保持着良好合作，希望双
方更好发挥各自优势，在创
新创意、品牌开发、渠道拓
展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欢
迎开云集团加大在沪布局，

把更多新品首发、 旗舰平
台、 创意项目放在上海。我
们将为中外企业打造国际
一流的营商环境，全力支持
企业在沪拓展业务，实现更
大作为。第二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将于 11 月在上海
举行，欢迎开云集团积极参
展，全面展示优质产品和服
务，共享发展机遇。

弗朗索瓦-亨利·皮诺
表示，中国市场是开云集团
最为重要的海外市场，十分
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前景，

将继续加大在华投资。愿立
足上海这座充满活力的国
际大都市， 将更多品牌门
店、创新项目、技术支持落
地上海，履行好企业社会责
任，在开展全方位合作中实
现共赢发展。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
诸葛宇杰参加会见。

静安彭浦镇社区家庭医生严正从医 24年，上门服务病人 4.63万人次

收下56把钥匙，便不能辜负信任
■本报记者 张骏

家里房门钥匙你会交给谁？相信大部分的
人回答是至亲或至交， 但在静安区彭浦镇，很
多家庭选择把钥匙交给了一位家庭医生。

“这把钥匙，是我收到的第一把钥匙，是在
我当医生第 4 年的时候。这把钥匙，我用的时
间最久，2004年一直使用到现在， 老阿姨现在
已经 90多岁了……” 拨弄着手边一串泛着亮
光的黄铜钥匙，静安区彭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家庭医生严正细数着它们的来历。严正被
社区居民称为“钥匙医生”，在他投身社区卫生
服务的 24 年里， 前后为居民保管了 56 把钥
匙。如今，其中的 51把钥匙已被国家博物馆所
收藏。

6月 21日，在市委常委会“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学习会上，这位来自基层
一线的党员医生道出肺腑之言。“一路走来，感
谢这个时代赋予我们更崇高的责任，也为我们
提供更广阔的舞台”，他说，“让医患更融洽，让
家庭更幸福，让社会更美好，正是我们这些‘健
康守门人’的初心和使命。”

“钥匙侬拿好，阿拉信得过！”

“严医生，钥匙侬拿好，阿拉信得过侬！”病
人家属这句话，给了严正莫大的鼓励。

那是在 1999年， 家住彭浦镇的郁老太太
突发脑梗，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从上海中医药
大学毕业的严正，此时已经在社区医院工作了
4年。他接诊后，根据郁老太太的病情，制订了
一整套包括康复训练在内的综合治疗方案，每
周至少三次上门针灸和推拿。经过一段时间治
疗后，郁老太太病情有了明显好转，居然能翻
身了，口齿也清楚很多。正当大家松了一口气
时，郁老太太的老伴却被查出肺癌，不能照顾
老太太，一家人又陷入困境。

看着多病的两位老人，严正想着能帮一点
是一点。上门服务时，他帮着把配好的药带上，

帮着一起擦身体、 换衣服。 老先生感动地说：

“你这个小医生真的不多见，不嫌弃老人脏，就
像自己孩子一样！”后来，老先生把防盗门、家
门钥匙郑重地交给他，并表示“信得过他”。

“面对两位老人如此信任和依赖的眼神，

我怎能辜负他们呢!”严正犹豫了一下，最后还
是决定收下。此后，严正上门给居民看病的过
程中，交到他手上的钥匙不断增加。截至今年 5

月，严正上门服务病人 4.63万人次。

“钥匙意味着信任，钥匙寄托的是病人对
家庭医生满满的信任。”严正说。

“他很有耐心，也很‘唠叨’”

每周至少 2 天半上门出诊，为将近 30 户
社区居民提供服务， 严正的这个工作节奏雷
打不动。2011 年， 上海在全国率先启动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 严正是首批上岗的家庭医生
之一。

量了血压，听过心音，一套检查做完，严正
笑着说“今朝蛮好”。坐在他对面年近九旬的邬
信昌露出了笑脸。“这个严医生，是真的好！”邬
家人说，“有个头疼脑热， 给严医生打电话，总
能得到满意的回答。要调整用药时，严医生会

根据检查情况开好处方单， 如果不方便取药，

还可以请严医生帮忙配好药带过来。”

之所以信赖严正， 用病人和家属的话说，

“因为他很有耐心，也很‘唠叨’。”严正在门诊
看病， 每个病人起码要看 10分钟。“我们年纪
大了，小毛小病都来找他看，他样样说得清楚，

我们听着懂了，也就放心了。”病人问他，一用
降压药就头晕，这药到底该不该吃？严正反复
分析他的病历，给他出主意：因为他同时有严
重的冠心病，建议他在保心脏和保脑血管之间
找一个用药平衡点。

万荣小区 90多岁的梅老先生， 因间歇性
血尿在几家大医院就诊后， 仍查不出病因，家
人心急如焚。作为家庭医生，严正一直默默关
注老先生的症状，仔细检查后发现老先生皮肤
有轻微黄疸。在反复查看病史后，一次上门出
诊时，老先生正在上卫生间，严正马上蹲守在
马桶旁， 不顾熏人气味， 仔细检查排泄物形、

色，结合临床经验再次进行腹部检查，初步判
断为胰头部肿瘤。他马上与家属沟通，及时送
梅老先生到中山医院就诊。梅老先生自此逢人
便夸，“是严医生救了我，社区家庭医生本领也
很大！”

“他有‘五心’，但没有私心”

“我最自豪的事情，倒不是居民给我家里
钥匙，而是这 24 年来，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

我没拿过医药回扣。”严正说。行医多年，他从
不与药品代表接触，也从不有意开价格贵的药
拿“回扣”。

社区中心对药品占医疗费的比例控制很
严， 严正有时会因药费比较高而被扣奖金，但
他从不计较：“当然是什么有效， 就用什么，病
人能康复才是最重要的。”

“他有‘五心’，但是没有私心。”严正的同
事说。“五心”是严正多年来跟社区居民打交道
总结出来的工作法：进入家庭需留心，注意这
家人的家庭成员关系、生活习惯、饮食喜好等；

接待老人有耐心，不厌其烦听他们说自己的故
事；收集病史要细心，从头到脚什么地方都别
漏；治疗用药求精心，兼顾老人五脏六腑，用副
作用最小的药达到最佳效果； 当然最关键是，

要有一颗责任心。

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 彭浦镇独居和长
期卧床老人增加， 对家庭医生的需求也越来
越多。严正的手机 24 小时开机，方便居民可
以随时联系。因为白天带着钥匙上门看诊，晚
上家属经常给他打电话，了解病情、用药和注
意事项。最早的一次，他在凌晨 2 时接到老人
电话，原来老人家里的钟停在了 8 时，他误以
为已经天亮了，来电询问为何还没上门看他。

“好在我并不是一个人战斗，我身边有社区护
士、公卫医生、营养师、康复师、健康管理师、

社工等组成的家庭医生服务团队， 他们是我
最亲切的伙伴。”

“每一次，看到居民康复
后激动的眼神，听到他们真诚
的感谢，我觉得这些辛苦都是
值得的！”严正说着，又背上他
的出诊包，骑上助动车，匆匆
出诊去了。

中央扫黑除恶第 16督导组对上海开展第二轮下沉督导

上下一心全力配合，提升专项斗争整体效能

■本报记者 简工博

“以前觉得黑恶势力都是电视里放的那
样腔调吓人、无恶不作，现在大街小巷都在
宣传，原来我们身边的小黑小恶，政府也要
决心打击清理！”家住北京路的居民徐阿姨，

每天走进小菜场，都会看到显示屏上滚动着
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的举报电话 。 网友
“shuangbaona” 用网络流行语写下自己的感
受：“喜大普奔！”

6月 19日起， 中央扫黑除恶第 16督导
组再次分为 8个下沉小组，分赴徐汇、静安、

闵行、长宁、普陀、虹口、杨浦、黄浦 8个区开
展第二轮下沉督导。

坚持“面对面”沟通，坚持问题导向———

连日来，下沉小组深入街道和居民区，听故
事、看数据、找问题，广泛接触群众，梳理线
索，深挖彻查，推动上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再上新台阶。 上海各地各部门积极响应，全
力配合下沉督导， 明确问题和根源， 边督边
改、立行立改，不断提升上海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整体效能。

下沉督导，

进一步发挥“撬动”效应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是一家之事，各
级党委要发挥好领导作用，公安机关、纪检
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发挥主力军作用，其

他部门也要积极参与， 发动全社会的力量，

加大工作力度，共同把扫黑除恶工作落到实
处。”6月 19日， 中央扫黑除恶第 16督导组
组长吴玉良与第 1 下沉小组成员一起来到
徐汇区开展督导。

徐汇区枫林路街道， 医疗资源集聚，每
天数以十万计的患者和家属穿梭来往，容易
滋生乱象。督导组一行在枫林路街道沿街步
行，查看中山医院周边综合整治工作，特别
是小木桥路、医学院路和医院周边的治安状
况，并现场了解医院周边乱设摊、乱停车、短
租房治理工作。在中山医院，吴玉良特意询
问了解中山医院挂号窗口情况、 日门诊量，

以及针对“号托”“医托”等顽症的治理工作。

他希望徐汇区运用信息化、智能化加强城区

管理，提升政府管理效能，造福人民群众。

督导组下沉进驻各区， 不仅发现问题、提
出建议，不少小组还带着线索下沉，撬动各区
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帮
助地方改进工作。

6月 15日，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向虹口下
发一条线索， 虹口公安分局迅速开展核查，该
案系杨某等人通过虚假诉讼的方式向被害人
任某实施诈骗。同时，虹口公安分局在工作中
发现另一起案件： 以王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通
过虚高债务、伪造银行资金流水、名借实卖等
方式，实施“套路贷”诈骗。

“开始行动！”6月 21日一早，第 3下沉小
组来到虹口公安分局指挥中心， 通过视频连
线， 现场督导指挥 2起案件集中收网行动。参

战民警兵分 6路， 在上海多处将两起案件共 7

名犯罪嫌疑人悉数抓捕归案。

督导组下沉督导， 效果明显。 督导组第 4

下沉小组在长宁督导期间，长宁区在此前打击
的基础上，又打掉恶势力犯罪集团 3 个、恶势
力团伙 1个，刑事拘留 112人。

夯实基础，

让市民群众更有获得感

“要根据城市中心城区的特点，密切关注
金融领域、 信息领域的新型犯罪， 打好攻坚
战。”6月 19日， 中央扫黑除恶第 16督导组副
组长马瑞民与第 2 下沉小组一起来到静安区
开展督导工作。

聚焦难点堵点痛点解决困难
上海新材料民营企业座谈

会举行，董云虎讲话
本报讯 （记者 张骏）昨天，上海新材料民营企

业座谈会在市政协召开。市政协主席董云虎出席会
议并讲话。

会上，来自集成电路配套材料、高端装备特型
锻造、水溶性高分子材料等领域的民营企业代表和
相关行业协会负责人发言，详细介绍本市新材料民
营企业发展情况及面临的困难问题。部分市政协经
济、科技等界别委员围绕促进新材料产业政策落实
落地、加强产业研发创新支持、促进产业链集聚发
展、缓解企业融资难、加快行业高技能人才培养等，

与企业代表深入交流。市经信委、市科委等相关部
门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建议。

董云虎指出，新材料是重要的战略性、基础性先
导产业， 对建设制造强国、 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
大。近年来，上海新材料产业稳步发展壮大，产业布
局更趋合理，技术水平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已经
成为打响“上海制造”品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载体和抓手。 民营企业是推动新材料产业发展不可
或缺的重要力量，要强化研发创新，聚焦当前关键核
心技术突破攻关，重视标准制定和专利布局，协同联
动增强创新活力， 切实承担起在主要科技领域和方
向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重大使命。政府各职能部门
要甘当“店小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落实减税降费
政策，优化人才、信息等服务，聚焦企业生产经营中
的难点、堵点、痛点，实实在在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为
新材料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做优营造良好环境。

市政协副主席王志雄出席，副主席金兴明主持
会议。

总投资1458亿元项目落地青浦
包括华为研发中心在内共 128个重大项目，聚焦改革开放创新经济生态人居品质

本报讯 （记者 茅冠隽）昨天，青浦举行“重
大项目启航”活动，以提高集中度、显示度为目
标，共涉及 128个项目、投资总额达 1458亿元。

据了解，青浦区此次活动聚焦“改革开放
新高地、生态价值新高地、创新经济新高地、人
居品质新高地”建设，以项目为支撑，为推动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落
实落地提供“青浦实践”。

“我们将重大项目建设作为 ‘一体化’和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瞄准最高标准、最

高水平，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我们将以更大的
气魄和决心，对标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乘
势而上，也希望项目投资方和建设单位建设一
流项目，早开工、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青
浦区委书记赵惠琴表示。

在建设改革开放新高地方面，此次活动共
涉及 8 个项目、投资额 295 亿元，主要包括华
徐路、蟠文路、蟠龙古镇、联美百老汇、安踏总
部等一批配套保障区域内的政府投资和社会
投资项目，着力打造营商环境优化、制度集成

创新的长三角最具核心竞争力地区之一。

建设创新经济新高地方面共涉及 26个项
目，投资额 356亿元，主要包括华为研发中心、

哈工大智能产业园、启迪科技园、华测导航、精
测半导体等国内一批知名企业项目，也包括德
国博泽、百隆，英国 IMI，美国库克等一批外资
先进制造业项目。

在生态价值和人居品质方面，此次活动分
别涉及 19个和 75个项目， 投资额分别为 168

亿元和 639 亿元，着力构建蓝绿交织、林田共

生的生态网络，积极构建便捷、绿色、智能、安
全的现代基础设施体系，着力营造高品质人居
生活环境。

在活动的新闻发布会上， 青浦区区长余旭
峰表示， 今年青浦将在全面落实市委、 市政府
“一网通办”各项要求的基础上，实现网上可办
率95%、办结率40%、电子证照应用率50%的目
标，全面实现审批时间、提交材料“双减半”，全
面推进100项事项流程革命性再造、100项个人
事项全市通办，政务数据100%归集和共享。

重拳高压，严厉打击“套路贷”犯罪
上海警方今年以来捣毁犯罪团伙 68个，挽回损失 1.6亿余元

本报讯 （记者 邬林桦）今年以来，针对
严重侵害市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的 “套路
贷”违法犯罪活动，上海公安机关始终坚持
“打早打小、露头就打”的原则，出重拳、下重
手，共捣毁“套路贷”犯罪团伙 68个，挽回市
民群众损失 1.6亿余元。

6月份以来， 全市公安机关启动了为期
一年的严厉打击“套路贷”犯罪专项行动，针
对 “套路贷”作案手法“变异”情况，深度经

营打击，坚持“打财断血”，始终保持对“套路
贷”违法犯罪活动的严打高压态势。

传统形式的“套路贷”违法犯罪被上海公
安机关高压严打后，犯罪分子将触角延伸至互
联网，以正常网络金融借贷为幌子，炮制出了
非法“现金贷”这一“套路贷”新变种。非法“现
金贷”具有两“虚”一“暴”三个特征，即虚假宣
传、虚增债务、暴力催收。

非法“现金贷”通过“借贷 APP”“借贷公众
号”等平台，以“无抵押、无担保、无利息”的虚
假宣传诱骗借贷人，通过精心设计的“套路”短

时间内虚增债务。 受害人签订借款合同的时
候，不仅要提供身份信息、财产信息，还要上传
手机通讯录、微信通讯录，或者直接窃取借贷
人通讯录信息。一旦发生所谓的“违约”情形，

犯罪分子就通过微信、“呼死你” 电话软件，对
受害人的近亲属、好友及所有社会关系人以骚
扰、辱骂、威胁、恐吓等手段进行暴力催收。

警方提示广大市民群众，如需借款融资最
好找具有金融资质的相关机构进行办理，切勿
轻信非正规的所谓贷款公司，以免落入犯罪分
子设下的圈套。一旦发现被骗，请及时报案。

首批 44家民企总部获认定
本报讯 （记者 吴卫群）记者昨天从市商务委

获悉， 奥盛集团有限公司等 44家单位被认定为首
批民营企业总部。据悉，本市将加大对民营企业总
部的金融支持力度，充分发挥户籍政策的激励和导
向作用，通过居住证积分、居转户和直接落户等梯
度化人才引进政策体系，大力支持民营企业总部引
进所需的高级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才、有特殊贡
献者等各类优秀人才。

44家民营企业中，“平台经济” 类企业最多，共
计 15家，占比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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