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家现场创作人像彩绘，在浦东沪南路竖起
一道“幸福墙”。 （资料）

慢阻肺管理项目率先在华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

引多方资源携手打造长宁“新养老”

本月初， 长宁区愚园路上的 Gracina Life

时尚生活馆悄悄变身法国健康管理服务体验小
屋。 市民可通过小屋中来自法国液化空气集团
的医疗设备展示、疾病知识宣传、液化空气家庭
健康管理全流程及家庭健康管理体验服务等，

了解离我们很近却不被熟知的“慢阻肺”。

“作为全球四大慢病之一的慢阻肺，在我
国已有近 1亿患者，40岁以上的人群中， 每 8

人中就有 1人是慢阻肺患者，它已成为现阶段
最突出的公共卫生与医疗问题之一。” 在全民
健康慢病管理进博会论坛上，上海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病和伤害防治所所长施
燕直言。面对这一民生新问题，政府部门、社会
大众、医疗机构与企业资本分别该扮演怎样的
角色？记者了解到，凭借进博会在服务贸易领
域的溢出效应，长宁区正着力推动慢病管理医
疗服务体系落地社区的新试点。

长宁期望寿命全市最高
近十年来，上海市民三大健康指标保持国

内领先，且达到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在长

宁， 这一数据更亮眼： 以平均期望寿命为例，

2018年达 85.49岁，高于全市的 83.63岁。

长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赵文穗说：

“长宁区逐年加大公共卫生经费投入，对全生命
周期的居民提供14大类、50小类、144项的长宁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同时，慢病管理离不开
市民自身的努力，在长宁区，10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与40个社区卫生服务站都配备健康自测小
屋， 目前自报高血压患者中血压控制率为
48.3%， 自报糖尿病患者空腹血糖水平控制率
为51.0%，均高于本市平均水平。

“但我们的慢病管理仍处于初级阶段。”赵
文穗说，以慢阻肺为例，肺病筛查监测设备、居
家吸氧设施的提供与方法宣教、相关商业保险
经费的介入等，目前都还是空白，“能不能走出
一条多方参与的合作新模式，值得期待。”

长宁区在华阳街道进行探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主任洪春荣说，结束“快闪”后的法国健
康管理服务体验小屋将长期落户华阳，“对慢阻
肺患者而言，氧气至关重要。在家门口为居民设
个小氧吧，介绍雾化治疗、高压氧相关知识，让
大家在体验中感受慢阻肺患者对氧气的需求，

也让患者在潜移默化中把疾病管好。”

鼓励社会资本关注参与
不同于大多依靠服药的慢病，随着慢阻肺

患者病程进展，氧疗设备必不可少，居家与社
区护理是大势所趋。在本市刚走出第一步的慢
阻肺慢病管理， 国际上是否有可借鉴的经验？

法国液化空气集团地区业务总裁克莱尔说，法
国与中国情况类似，大医院无法承载越来越庞
大的慢病患者群体， 慢病管理必须下沉社区，

“通过政府购买第三方服务，为患者提供日常保
健与居家护理，尽量减少患者急性发作频率，与
设备一同带给患者家庭的是操作方法培训、家
属指导、病患教育等。当然，不是企业与患者一
对一，医疗机构也承担随访、转诊工作。据测算，

政府部门支付给公司的费用远小于为相关患者
支出的医疗费，也减轻了医疗保险负担。”

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院
长马骏看来，慢病管理需长期而巨大的资源投
入，必须鼓励社会资本关注和参与。“作为综合
性医疗机构，也应发挥主动作用，通过医院各
科室对接社区全科医生了解居民需求，寻找资
本介入短、平、快、易操作的设备技术，尽早让
社区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优质服务。”

企业依托社区助力养老
长宁区卫健委党工委书记池捷介绍，本次

率先在华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试点
的慢阻肺管理项目，将引入多方资源，除了所
在街道居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必要的基
础支持外，上海市胸科医院、同仁医院也将提
供学科与诊疗支持，上海新联纺进出口有限公
司将助推法国液化空气集团的慢阻肺医疗服
务系统正式落地。

上海市胸科医院党委书记郑宁表示，医院
将发挥在慢阻肺诊疗领域的专科技术，“2018

年起，慢阻肺社区筛查项目已开展，期待通过
在华阳社区的试点，为患者带来早诊早治的新
成果。”他提出，之前资金大多依赖政府财政支
持与医院课题申请，希望通过专业资本和服务
团队介入，让社区筛查工作持久进行，共同发
挥专业品牌优势。

作为首次试水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企业，

上海新联纺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峥说，借
势第二届进博会，新联纺瞄准国外成熟医疗服
务团队，结合上海特色，并依托华阳街道这一
精品社区载体，解锁企业助力养老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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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网首推“买车包油”

在补贴上从无套路的拼多多，这次
在整车销售上继续“动真格”。

消费者只要在 11 月 11 日 0 时至
24时支付 999元定金，并于规定时间到
店支付其余车款， 即可兑换 8000元至
10000元加油卡，享受“买车包油”的优
惠。绣春说：“我们仔细测算，普通家庭
一年所需油费大约在 8000 元到 10000

元之间，这笔‘包油’补贴正好是一年的
油费。”

“拼多多会在整车业务持续扛起
‘普惠’大旗”，他进一步介绍说，今年上
半年，拼多多提出了“百亿补贴”战略，

联合众多品牌商共同为消费者提供 100

亿元消费补贴，确保覆盖商品的售价均
为全渠道的历史最低价。由于覆盖范围
全面、优惠力度空前，“百亿补贴”深受
消费者喜爱，现已升级成为平台的一项
长期战略。本次“买车包油”，拼多多将
“百亿补贴”引入了整车销售行业。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拼多多联合多
家车企共同发起，平台共向消费者推出
五菱宏光 S3 2019 款 1.5L 手动标准型

国 VI、2019 款名爵 ZS 1.5L 手动 65 寸巨
幕天窗“拼多多版”、宝沃 BX5、BX7、BX7

TS全系列、观致 5S 1.6TGDI SUV汽车国
VI、 长安 CS75 17款尚酷版 1.5T 自动旗
舰型等多款车型。

其中， 五菱宏光 S3的官方指导价为
59800元， 第 1 与第 66 位成功支付订金
者，还可享受全网最低的抢购活动一口价
39468元，相当于 66折，但不享受 8000元
油卡补贴。“双 11”当天，五菱宏光的配置
库存为 500辆，名爵为 800辆，宝沃 BX5、

BX7、BX7TS 共 1000 辆， 观致 5S、 长安
CS75均为 200辆。

拼多多涉足整车销售业务后，表现出
惊人的爆发力， 曾创下了 18 秒卖出 400

辆五菱宏光、1分钟售罄 387 台奇瑞的业
内记录。截至 10 月 31 日，拼多多整车销
售订单高达 1.1万笔。此次“买车包油”大
促，有望实现至少 2700辆的定金订单。

“万人团”逆市穿透城乡隔阂

绣春认为， 汽车与一般商品不同，不
是冲动消费， 消费者都是充分思考后，才
下订购买，这更能验证消费者对拼多多平
台的信任。拼多多的价值在于，通过“秒杀

万人团”等商业与运营创新，有效汇聚平
台近 5亿消费者中的同类需求，然后与厂
商深度沟通议价，为消费者争取最优惠的
权益，节省消费者的比价时间。对厂家来
说，直接触达大单量消费者，能极大降低
行销成本，在生产端更有计划地布局。

“这种模式与仓储型超市 Costco很接
近”， 有行业人士分析称。2018 年，Costco

售出了 60多万辆汽车， 比最大的专业汽
车经销商还要高 20%。Costco 的打法，在
于以高性价比和品牌品质替消费者做决
策， 走出了一条与传统 4S店不同的高效
销售模式。“拼多多本身就是在大家都认
为格局已定的形势中， 指数级成长起来
的。我们相信通过模式创新，能在貌似红
海的整车领域发掘出新的蓝海，挖掘和满
足巨量的潜在需求。”绣春表示。

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

今年 1-9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814.9万
辆和 1837.1万辆，产销量比上年同期分别
下降 11.4%和 10.3%。好消息是，拐点正在
出现：9月， 汽车销量虽然同比仍在下降，

但相对上月的环比产销量已分别增长
11%和 16%。

另一位参与此次活动的商家代表表
示， 拼多多平台上聚集了巨大的新客
群，再加上有创意的商业模式与促销活
动，相信能给汽车行业带来新的刺激和
增长点。

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极光大数据 2019

年的新报告显示，拼多多新增用户 44.2％

来自二线及以上城市，持续上升，在三大
电商平台中，拼多多在三四线城市及广大
乡村持续保持“下沉王”的领先优势。

绣春表示，拼多多的使命之一，是给
消费者带来更多高质平价的商品，推动城
乡消费公平。“五菱宏光” 是在下沉市场
市占率极高的“国民神车”，名爵、宝沃、

观致、 长安等车型是纵贯各线城市的高
性价比标配用车。此次与多款车型合作，

是希望用不同品牌“穿透”城乡之间的隔
阂，期待它能给更多中国城乡家庭带去一
份便利、温暖和希望，“我们将尽全力满足
广大城乡爱车族 ‘全网低价买品质好车’

的需求。”

据悉，11月 11日零点，拼多多汽车万
人团开团，16分钟成交 1000辆，截至上午
9点半，3100台库存全部成交， 平台已紧
急调集第二批库存。“我们希望 5000台库
存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绣春称。（李飞）

“买车包油”创新整车消费模式

拼多多逆市发掘整车行业崭新增长点
“你买车，我包油”，继创造“18秒卖

出 400辆‘国民神车’”等电商卖车新纪
录后，今年“双 11”，拼多多全网创新首
推整车销售活动———自 11 日零点起，

拼多多联合五菱宏光、上汽名爵、宝沃、

观致、长安等 5款“国民车型”，推出“买
车包油”。 消费者只要在规定时间内下
单，在折扣价的基础上，还可以获得首
年油费补贴。这是拼多多启动整车销售
以来，回馈消费者的又一创新举措。

一位参与此次活动的汽车商家代
表说，拼多多“万人团”等创新玩法，不
仅能精准发掘和识别潜在消费需求，也
极大降低了从供应链到渠道运营的整
体成本，“我们很乐意与拼多多一起拿
出前所未有的促销力度回馈消费者”。

拼多多汽车业务总监绣春表示，这次的
车型都是基于大数据分析精选，“我们
创造性地直接给消费者补贴一年油钱，

希望把‘为 4.83亿用户创造更多实惠和
乐趣’的新消费理念贯穿到底。”

今日看点静安区凭借丰富的博物馆资源，启动博物馆城区联合体项目

纪念人民空军成立70周年

写祝福语与“空军蓝”合影

本报讯 （记者 陈琼珂 通讯员 殷建宇）昨天
是人民空军成立70周年纪念日。连日来，上海举办
“我为空军送祝福” 系列主题活动，2万份空军宣传
海报、1.2万份空军纪念品以不同形式发放群众手
中，传递到申城各个角落。

“我爱祖国的蓝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近几
日，空军驻沪部队在上海五角场商圈、东方明珠进
行“快闪”表演，《我爱祖国的蓝天》《空天英雄》《我
和我的祖国》等精彩的歌舞节目收获了围观群众的
阵阵掌声。活动期间，市民群众积极参与“我为空军
送祝福”活动，写下祝福语，与“空军蓝”来张合影、

一起合唱歌曲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拥军优属
基金会主动与驻沪空军部队对接，共同筹划制定宣
传计划，积极协调涉及的相关场所。

作为全国双拥模范城，上海始终把“拥军优属、

拥政爱民”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主动服务国防和军
队改革。空军驻沪部队广大官兵亦以实际行动守护
申城的天空。

曾被誉为“海上第一当”，旧址是申城仅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当铺建筑

元利当铺旧址博物馆对外开放
元利当铺曾被誉为“海上第一当”，其旧

址是上海仅存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好的当铺
建筑。位于武定路上的元利当铺旧址博物馆经
修缮和布展日前对外开放。展厅重现当铺营业
厅、金库等，向观众展示当铺历史与文化。

当天，静安区启动了“静安博物馆城区
联合体”项目，并与常州三杰纪念馆、苏州丝
绸博物馆、无锡中国民族工商业博物馆签署
战略协议，未来将携手更多长三角地区博物
馆共同推进文博协同创新。

“海上第一当”由此得名
元利当铺建于 1932年， 由荣昌记营造

厂设计承建，建筑面积达 1000多平方米，是

一幢具有徽派建筑特征和欧式装饰的三层砖
木建筑。创办人叫陆抟霄，他开设的元利当铺
专营珠宝、字画等大宗物件抵押，是民国时期
上海典当业“黄金时代”的代表。最辉煌时日均
业务量超百单， 月营业额最高时达二三十万
元，“海上第一当”由此得名。

元利当铺 1946年关闭，新中国成立后，陆
抟霄的后人将当铺赠给国家。直到 2004年前，

这里都作为普通民居使用。 随着旧改征收，居
民搬走，当铺旧址被保留保护下来，静安区对
其进行了全面修缮。跨过当铺大门，有一扇屏
风，绕过屏风，就来到营业厅。这里再现当年营
业情景：1.8米高的柜台上是黑色栅栏，站在栅
栏后的是掌柜，只见“他”站在高高的踏板上，

“居高临下”接待顾客。据说，这样是为形成强
烈气场，方便当铺压低当户价格。

当票字迹如天书般难辨
元利当铺旧址博物馆在布展中对典当文化

进行介绍。如，“当票”是典当行业交易双方的凭
证契约。 在博物馆中收集了当时多家典当铺当
票，几乎张张都如“天书”般难以辨认。讲解员介
绍，当铺有自己独特的专用异体文字，形成“当
字体”，一般外行人不易识别，是为“防伪”。在晚
清民国时，政府曾下令让当铺用正楷书写当票，

但各地当铺还是坚持使用“当字体”书写。

静安区拥有丰富多元的博物馆资源，37平方
公里的区域内有近60座形态不同、旨趣各异的文
博场馆，更有一批底蕴深厚的历史建筑遗存，形
成颇具特色的博物馆群落。当天，静安启动博物
馆城区联合体项目，通过搭建平台促进文博场馆
与社会各界文化资源联合、联通、联动。

■本报记者 唐烨

■本报记者 黄杨子

展厅内重现当铺营业场景。 唐烨 摄

浦东沪南路竖起“幸福墙”

100幅人像彩绘讲述精彩人生故事

本报讯 （记者 王志彦）近日，浦东沪南路竖起
一道“幸福墙”。在这道长 230 米的围墙上，用大面
积高饱和色块绘制了 100幅生动的人像彩绘，扫码
每张表情的下方二维码，能浏览每个表情背后的精
彩人生故事。

记者了解到， 这道 “幸福墙” 来自一场名为
《Look?Happiness》的公共艺术展览。展览由众入艺
术青年艺术家 Mr. 沪和浦东电视台主播 DJ彼岸发
起，上海复地活力城主办，征集百位艺术共创人的
幸福故事，将其中的 100个幸福表情融入波普彩绘
创作。这些人中有照顾病妻的高级小提琴师，多年
守护“星星的孩子”的教师，有让历史文化焕发光辉
的文化创业追梦人……他们或遭遇生活的挫折，但
面对人生重压，砥砺前行。

此次《Look?Happiness》上海复地活力城彩绘墙
活动， 旨在为公众提供更多与艺术相遇的机会，拉
近彼此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