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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顾泳
通讯员 宋琼芳） 市卫生健
康委近日传出消息，根据第
三方调查显示，2019年上海
市公立医疗机构门诊和住
院病人的满意度和满意率
总体处于较高水平：门诊和
住院病人总体满意率分别
为 90.75%和 97.64%。

在针对门诊病人的满
意度调查中，“医生服务”维
度满意率为 93.43%? 在住
院病人满意度中，“医疗服
务流程与效果”维度满意率
为 95.86%， 较前两年均大
幅提升。

等候时间满意率提升
调查显示，门诊病人满

意度中，“医生为我提供了
诊疗方案的相关信息和诊
疗建议并能考虑我的意见”

项目的满意率为 92.67% ，

“我对门诊诊疗中的等候时
间满意” 项目的满意率为
75.18%， 增长相对较快。住
院病人满意度中，“我对医
院伙食满意”项目满意率为
86.88%，增长相对较高。

此外， 患者对医院标
识、信息化服务、医护人员
态度、病区环境、志愿服务、

隐私保护等方面的满意率
都有明显提升。

专项整治改善服务
公立医疗机构满意度

与满意率的提升，与市卫生
健康委党组主题教育整改
落实密不可分。医疗卫生服
务是上海拥有的优质服务
品牌之一。面对群众日益增
长的多样化、差异化、个性
化医疗服务需求， 市卫生
健康委党组主题教育将改善医疗服务作为专项
整治重点项目，以问题为导向，促进公立医疗机
构优化服务流程、完善服务细节，从门诊预约、就
诊检查、住院治疗、跟踪随访等各个环节进行改
造，连续推出两批“创新医疗服务品牌”，通过持
续改善医疗服务，努力为患者营造更温馨舒适、便
捷的医疗环境。

据了解， 为更好适应群众看病就医新需求，市
卫生健康系统文明办启动第三批“创新医疗服务品
牌”推选活动，将于近日发布。第三批“创新医疗服
务品牌”重点突出“四多四少”，即数据多流动，患者
少走路?流程多优化，患者少等候?服务多智能，患
者少绕圈?关怀多人文，患者少烦恼。

市卫生健康委将以问题为导向、 以民生为根
本，深挖医疗服务内涵、持续改善就医体验，持续
创新医疗服务模式， 为患者提供高品质服务，着
力提升患者的就医满意度和人民群众的健康获
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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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质量为核心，坚持战略引领
———上海电力高质量发展，力争成为世界一流清洁能源企业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上海电力”）组建于 1998 年，是上

海最主要的电力能源企业之一，具

有 137年悠久历史， 是中国电力诞

生的见证者， 也是中国电力大发展

的参与者。2003 年 10 月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股票代码：

600021），是世界 500强国家电力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旗下最主要的上市

公司，已成为一家集清洁能源、新能

源、综合智慧能源、科技研发、现代

电力供应和服务于一体的创新型、

国际化的现代清洁能源企业。

近年来， 上海电力上市公司形

象不断提升，品牌价值不断增强，获

“全国文明单位”“全国五一劳动奖

状”“2018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 强”

“改革开放 40年中国企业文化建设

优秀单位”“2018 年度上海市政府

质量金奖”“电力行业卓越绩效标杆

AAA 企业”“2018 年电力行业质量

管理活动优秀组织单位”“全球卓越

绩效奖（世界级）”称号等各类荣誉。

追求卓越， 是上海电力一直不

变的追求。上海电力坚持“做正确的

事，正确的做事”，坚定追求卓越的

发展取向，加快提升跨国经营能力，

巩固和发展“一带一路”实践过程中

积聚的“合作共赢朋友圈”和清洁高

效能源技术优势， 持续推进质量变

革， 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 努力奔

跑，追求“上电梦”，率先打造上海

“走出去”品牌，助力上海打响“四大

品牌”和改革开放再出发。

战略定位 世界一流

上海电力高度重视质量提升和持续改进，

在转型发展的征程上，始终坚持“持续改进，追
求卓越”，以战略为引领，抓住重点产业，强化
过程控制，持续提升运营、工程和服务质量，增
强管理效率和经营效益。

首先， 公司及时调整了自己的战略定位，

确立了“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清洁
能源企业”的目标，把“奉献绿色能源，服务社
会公众”作为自己的追求和使命。

大力推进绿色能源建设，实施“上大压小”

“清洁、高效、多样”升级，对保留的主力火电装
置进行全方位节能减排改造。

2018年， 公司的供电煤耗达到 282.24克/

千瓦时，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优于发
达国家平均水平。 污染物 NOx、SO2和烟尘排
放指标也大幅降低。

现在公司的主要基础设施包括燃煤/燃气
发电机组、新能源场站及供热管网等，所有机
组全部实现超低排放，污染物排放浓度远低于
国家标准，下属已有三家电厂荣获“中国美丽
电厂”称号。

跨出上海、走向全国、布局海外，把“做精
上海，做强国内，做优海外”作为自己新的市场
定位和新的战略发展目标。

在上海的市场空间日趋狭窄之际，上海电
力通过瘦身减负， 在全国布局新能源市场，截
至 2018年底公司的国内资产总额已达 986.42

亿元，遍布全国 20 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控股装机容量为 1500.25万千瓦时， 清洁能源
占比已上升到 43.48%。

海外市场的布局也日趋成熟。 从 2014年
至今，已成功投产运行的项目有 5 个，正在进
行的项目有 6个。

其中，上海电力马耳他德利马拉三期电站
成为上海电力股份在欧洲的第一个落地项目，

其有效运行已使能源公司的线损率由原来的
14%下降到 4.7%， 实现了当地用户电价下降
25%的项目经营承诺， 该项目成为中国企业
“走出去”的优秀案例之一。

日本大阪南港的光伏电站项目（即在日本
茨城筑波建成的日本最大型的农光互补电
站），是中国企业在 G7国家第 1个实现投产运
营并已获盈利的项目，该项目还获得了国家优
质投资项目奖。

科技创新 永不止步

建立科技创新体系，明显的技术能力和创
新动能，托举起上海电力在同业与同行中的竞
争优势。 建立以应用性创新为主的科创体系，

开展“超前性、产业性、实用性”的科技创新。

在煤电机组的节能减排方面，首次于超超
临界机组上设计与实施 620℃再热汽温发电技
术?首创凝结水调负荷协调控制技术。在气电
系统上的循环经济项目方面 ， 哈密燃机
（2X160MW） 是世界上首例利用兰炭尾气发电
的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将上游化
工的“尾气”变废为宝。在探索综合智慧能源方
面，上海前滩的能源中心项目，采用分布式能
源，储能装置和智能终端等构成能源互联网系
统，实现一个电站的“三联供”（供冷、供暖、供
电）， 是一种互联网与能源市场深度融合的能
源产业发展新业态。

多年不懈的努力，使上海电力具有了承担
国家能源局示范项目能力。“城市综合智慧能
源供应服务系统” 项目成功入选国家首批 55

个“互联网+”智慧能源示范项目?“上海外高桥
电厂生物质耦合发电项目”成为国家能源局城
市生活垃圾（生物质）燃煤锅炉烟气耦合发电
试点示范项目。 闵行燃机项目利用燃机控制+

数字的一体化先进技术， 成为国家首台套
GT36-S5型 H级重型燃机首台示范工程，打破
几十年重型燃机的技术壁垒。另外，“大型风电
水电机组低频故障诊断技术”“减少 PM2.5 微
颗粒双极荷电收集技术”以及“大型能源发电
机组超低频故障在线监测与诊断成套技术”等
都为上海电力在行业中居于领先地位奠定了
扎实的技术基础。

近三年来，取得授权专利及软件著作权 101

项，其中发明专利 3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 2项?全国行业科技进步奖 2项?省部级科技
进步奖 2项?国家电投集团科技进步奖 16项。

信息平台 管理增效

打造 PRO （绩效管理 EPM+资源计划
ERP+运营管理 EOM）信息系统一体化平台，进
行行之有效的监控、测量和分析改进。

上海电力运用“互联网 +”技术，打造PRO

（绩效管理 EPM+资源计划 ERP+运营管理

EOM）信息系统一体化平台，使平衡计分卡、

价值管理、关键绩效管理、流程再造等各质量
管理工具有机的融合，形成上海电力 “以绩
效导向分配资源、 以资源计划驱动业务和以
运营优化实现战略” 的监控、 测量和分析改
进。 上海电力依托 PRO信息平台， 运用 EOM

（运营监管系统） 的强大动能对生产现场实施
了 DCS的实时监控， 并将 ERP延伸至海外单
位，实现了对八大模块（本部、发电、新能源、服
务及海外等）的二次开发及核心业务包括公司
本部、 国内分支机构和部分海外机构的全覆
盖。 为提高绩效评价的客观准确性和及时有
效性，上海电力建立了以战略为导向、以预算
为落点、以绩效为目标的 EPM绩效管理系统，

该系统通过 ORACLE 平台对各层各级的 KPI

指标按设定的周期进行测量和分析， 并对偏
离情况及时发出预警， 且跟踪其整改措施的
有效性， 实现对上海电力各层次运行绩效水
平的跟踪测量以及分析改进情况的全覆盖。

PRO 信息平台中 EPM、ERP、EOM 三者相辅相
成，共同形成一个公司的 PDCA的循环，覆盖到
公司和所属各单位，有效提升了信息化与企业质
量管理价值链的深度融合，并获得“信息化、工业
化”认定证书，成为国内发电企业首个通过国家
级评定的企业， 持续提升公司管理质量水平，增
强上海、全国和海外企业的协同管控能力。

核心价值 和谐共赢

构筑了基于责任的人本文化，特有的红

色基因赋予了上海电力“三千精神”（千方百
计、千言万语、千辛万苦）的品格和人文素
养。

从上海点亮第一盏路灯至今，上海电力已
走过了 137年的历程。“传承、创新、卓越”早已
铸就了每一位员工心中的价值准绳。

为了实现低碳绿电， 上海电力在壮士断
腕、“上大压小”的过程中，采用挖潜备岗、拓业
安置、内部退养、自谋职业等多种渠道，分流和
安置了下岗员工 2651人。由于企业尽责，员工
理解，故没有发生一起恶性事件，体现了企业
和员工巨大的耐受力、自愈力以及“国家利益
至上”的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

为了拓展业务领域和开辟国内外市场，上
海电力加快了对员工专业技能和复合型人才
的培养步伐。近三年，上海电力的培训课程覆
盖了各工种、各岗位，参训人员达 17000 余人
次。其中，参加技能竞赛集训的有 172人次，完
成备岗 532 人次，轮岗 426 人次，举办各类培
训班 312 次，人均培训达 64 课时。正因为持
续不断地培训、充电，以及生产一线的实操训
练，上海电力的专业人才如春笋般破土涌现，

已成功培养了全国劳模 1 人，上海劳模 3 人?

全国和上海的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9 人?上
海工匠 2人。

将和谐共赢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大力推动公益和志愿服务活动。仅 2018年，上
海电力志愿者服务累计 830651人次， 已培育
员工志愿者 2174人。 同时积极推广境外社区
的发展和进步，直接创造就业岗位 25个，做到
海外员工的本地化比例达到 52.7%。

今日看点得了癌症不可怕，只要自己决心大，群体抗癌就是好，战胜病魔笑哈哈

崇明打造国内首个“5G+智慧农机”示范应用场景

无人机上空盘旋 无人收割机稻田穿梭
本报讯 （记者 茅冠隽）远程指令下达后，

无人驾驶收割机迅速进入金色稻田，在稻浪中
自动规划路线、自动转弯、自如进退、精准作
业，娴熟高效地完成一块块稻田收割。昨天，国
内首个“5G+智慧农机”示范应用场景在崇明区
万禾有机农场千亩有机稻田里演示，这片区域
率先实现 5G信号全覆盖。

活动现场展示了新能源智能农机、农业植
保机器人、无人驾驶收割机等最新型智慧农机，

它们来自中国一拖、 丰疆智能和雷沃重工等国
内一流农机制造企业。 稻田上空盘旋着 5G无
人机， 实时流畅地将现场收割高清视频通过网
络回传至崇明区城乡智管平台远程控制中心。

结合 5G网络， 智慧农机已摆脱对人的过多依
赖，实现远程一人对多机的操控与管理。

农业机械信息化、 智能化是未来发展趋
势。拖拉机是重要的农业生产机械之一，近几
年农机更新换代节奏加快，柴油机国家标准一
再提升，排放标准日趋严格，对新能源、智能化
拖拉机的呼声渐高。本次展示的“超级拖拉机 I

号”， 以锂电池为能源储备， 部署无人驾驶系

统。这种拖拉机采用电能作为能源，环保无污
染，电能的使用成本比燃油更低，没有怠速损
耗，能源利用率高、噪音小、振动小。“超级拖拉
机 I号”可采用遥控驾驶和自动驾驶两种控制

模式，操作方便，自动化程度高，可大大节约人
力成本。

崇明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智慧
农机可通过全面机械化、智能避障、远程遥控、

无人驾驶等方式， 逐步实现对农业生产中耕、

种、管、收等环节的全方位支撑。“有了 5G技术
大带宽、低延时等优势，我们将实现农机全方
位、高速度地探查周边环境，将提升智慧农机
的安全性与可操作性， 实现更精准的定位服
务，逐步实现对全区所有纳网农机的高效运行
管理。”

今年 8 月底， 崇明宣布将全力打造首个
5G全覆盖的人居生态岛， 努力为各种类型的
5G技术和产品研发提供 “孵化器”“试验田”，

积极培育以生态和智慧产业为引领的 5G产业
项目。据了解，截至今年 10月 28日，崇明累计
建成 5G基站 539个，室内场点 23个。

本次“5G+智慧农机”示范应用活动就是
崇明区结合农业生产实际，对 5G 技术在农业
领域应用的全新探索。未来，崇明还将逐步实
现农机智能驾驶与作业、 高效精准智能飞防
植保、农产品实时快速溯源及监管、远程无人
农机作业、农技远程培训与指导、工厂化种养
殖分析应用、 农业数据实时收集等示范应用
场景。

5G无人收割机正在收割稻子。   本报记者 张海峰 摄

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成立30周年，拥有近16000名成员

教会向生活微笑，授予生命“文凭”

这是一场特殊的“生日会”。“寿星”是近
16000名收到过 “死亡请柬” 的癌症病人。

1989 年，10 位癌症病人在小弄堂的牛奶棚
里抱团取暖?如今，这个名叫上海市癌症康
复俱乐部的社团三十而立，拥有近 16000名
成员，也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昨天，在 30岁生日来临之际，他们用一
场名为《生命的故事》报告会，纪念这个特别
的日子。

弄堂牛奶棚里的特殊俱乐部
“不同的经历，一样的理想，化作激情歌

唱，歌唱美好的憧憬。”在作曲家屠巴海的钢
琴伴奏下，上海市人大老干部合唱团激情澎
湃的一曲《青春依然激昂》，拉开了报告演出
的序幕。

癌症康复俱乐部会长袁正平首先讲述
自己 “从洞房到病房” 的故事：“1981年，31

岁的我结婚了。新婚第七天，因高烧被送进
医院，经病理切片确诊，我患了晚期恶性淋
巴肉瘤。医生说我可能活不过一年。然而 38

年过去了，我仍健康地活着。”

1989年，在那个公众对癌症尚普遍缺乏
认知的年代，曾经命悬一线的袁正平和几位
同病相怜的癌症患者，在一个弄堂牛奶棚里
创建了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当年 11月 7

日，《解放日报》刊发报道《上海，有家癌症患
者“俱乐部”》，将这个特殊人群推向社会舞
台。 胃癌患者李辉泪流满面地看完报道，原
本路都走不稳的她，骑着自行车来到 5公里
外的牛奶棚，成了这支队伍中的一员。越来
越多面临死亡威胁、遭受病痛折磨的病人聚
在一起，在黄浦江畔点燃生命的火种。从此，

11月 7日成为癌症俱乐部的生日。

昨天，当俱乐部首批 10名会员走上台时，

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陈爱莲拿出 30年前
的会员证，陈福娣向大家展示第二届会员代表
大会的老照片。他们中有的人依然在俱乐部工
作，有的人在医院当志愿者。“还记得我们当年
唱的那首会歌吗？” 袁正平问道。“得了癌症不
可怕，只要自己决心大，群体抗癌就是好，战胜
病魔笑哈哈！” 当台上台下齐声唱起这首质朴
的“生命宣言”时，观众们湿润了眼眶。

相约2022年赴京看冬奥会
“我要讲述的是康复学校老校长周佩女士

的故事。” 随后登场的癌症康复俱乐部康复学
校 72期学员陆兰珍说。

周佩是癌症俱乐部“007”号会员。1989年，

39岁的她被查出胃癌晚期，存活一年的希望不
到 20%。经多次化疗，周佩奇迹般地战胜了癌
症。1993年， 她应袁正平之邀， 毅然辞掉月薪

6000元的工作，创办癌症康复学校。在这所特
殊的学校里，教授的技能是向生活微笑，授予的
“文凭”是第二次生命。周佩用她的热情和无私
感动了无数学员，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女神”。

2015年，周佩因癌症复发离开她热爱的俱
乐部和病友们， 同时也留下无尽的感动和勇
气。2017年， 俱乐部与解放日报共同推出话剧
《哎哟，不怕》，讲述的就是周佩的故事。在这部
全国首部癌症生存者自编自导自演的疗愈型
话剧中扮演女主角的，正是陆兰珍。“她把生命
中所有的力量化为一缕缕阳光，照进我们的心
房。”陆兰珍深情地说。

生命也许依然脆弱， 但癌症康复俱乐部
所凝聚起的希望，让一颗颗心更加坚强。为激
励更多病友，俱乐部启动“我运动，我健康，相
约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活动。病友们相约，每
天健康生活、锻炼身体，2022年一起到北京去
看冬奥会。

年轻的姚莉曾是上海手球队一员， 本该
在球场挥洒汗水的她， 被突如其来的乳腺癌
拖入黑暗的深渊。当得知“相约北京冬奥会”

活动后，第一时间报了名。昨天，姚莉作为旗
手， 从解放日报党委书记李芸手中郑重接过
“相约北京冬奥会”活动的旗帜。舞台上，“生
命的奥运”五个大字挥舞起来，挥舞出无限的
力量、无限的希望。

■本报记者 陈俊珺 徐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