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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认真落实“限量、预约、错峰、有序开放” 端午上海接待游客 373万人次

旅游业整体呈现回暖态势
“绿杨带雨垂垂重，五色新丝缠角

粽。” 今年的端午节相较往年来得有些
晚，但丝毫没影响游客外出“透透气”的
计划，旅游业整体呈现回暖态势。

市文旅局 27 日发布数据显示，端
午假期 3天上海接待游客 373万人次，

文化和旅游拉动消费 58 亿元人民币。

沪上文旅场所认真落实“限量、预约、错
峰、有序开放”，营造安全舒适的环境。

数据显示，端午假期沪上已恢复开
放的 150家主要景区点共接待游客 129

万人次, 其中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接待
1.13万人次，上海科技馆接待 1.62万人
次，朱家角古镇接待 1.57 万人次，上海

海昌海洋公园接待 3.09万人次。

文化旅游区域共接待游客 230.4万
人次，其中外滩、豫园、小陆家嘴区域分
别接待游客 33.45万人次、7.16万人次、

32.01万人次，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核
心区接待游客 20.6万人次，上海佘山国
家旅游度假区接待游客 5.5万人次。

下转荩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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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善举无时不在申城涌动，脱
下白大褂的“白衣天使”们用医者仁
心默默守护着市民的安全健康。

昨天有网友发帖称，6 月 26 日
22时 20分许， 在陆家嘴的滨江道路
上， 一名男子在骑行中突然摔倒，头
部撞到栏杆后失去了意识。 当时，事
发地附近酒店的保安及周围的热心
人纷纷施以援手。紧急时刻，人群中
有一名女医生站了出来，立即检查了
男子的呼吸、脉搏、瞳孔等生命体征
并进行急救。 她的先生也在一旁帮
忙，第一时间拨打了 120。

现场目击市民在网上回忆，“当
时她在场，身材不高大，声音也不洪
亮， 但所有人都听她的”，“有她在，

大家都感觉这个倒地的骑行者会没
事”……经过一番抢救，男子终于恢
复了意识，但人还是十分虚弱，被抬
上担架由 120 救护车送往医院进行
后续治疗。整个抢救过程中，围观群
众纷纷问她是哪个医院的，女医生只
是简单说明自己来自瑞金医院，是一
名普外科医生。随后，女医生就与丈
夫和孩子悄悄离开了现场。

低调女医生救人的故事就此在
网上传开，眼尖的同事亲友们认出了
她———瑞金医院普外科“80 后”主治
医师宗雅萍。

“这是换了任何一名医生都会做
的事。”宗雅萍回忆道，当时伤者呼之
不应，呼吸脉搏都基本正常，两侧瞳
孔对光反射正常， 口鼻有明显淤血，

呼吸道通畅。“我询问了家属，伤者在
骑车前有饮酒， 因为已经呼之不应，

所以当时没有搬动伤者。 几分钟后，

他开始对呼叫有反应， 自主翻身，但
没有对答。” 下转荩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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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在我们帮助协调解
决了七八个诉求后， 一家面向长
三角的知识产权平台项目顺利进
入注册阶段。”近日，在闵行吴泾
镇，当地“金领谷”一位招商负责
人告诉记者，今年 5月，园区又新
增注册了 12家企业，“形势不错，

甚至让人有点喜出望外”。

这并不是个例。据介绍，1月
到 4月，整个吴泾镇新增注册企
业 610家，同比增幅达到 40%；到
了 5月，该镇又新增 213家注册
企业，环比增幅超过 100%……

在总体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上海
这个小镇为何能吸引众多企业近
悦远来？

“店小二要体现专
业化水平”

简单充（上海）科技有限公
司，是今年刚落户吴泾镇的一家
企业，主要提供新能源汽车的停
车与充电一体化解决方案，项目
计划未来三年在沪投资 3 亿元
左右。

“选择落户吴泾镇，首先当
然是因为上海是我们的必选之
地，这里的新能源车拥有量在全
国位居第二。” 项目负责人孟岩
告诉记者，目前，他负责同步推
进在国内三个城市的投资项目，

其中，吴泾镇各方面的服务态度
和效率让他惊讶，“从决定投资
开始， 我就拉了一个微信群，之
后，注册、提交资料等所有事都
不用我跑，全部由店小二帮助办
好了，太省事了！真没想到”。

企业的亲身经历，最有说服
力。孟先生还透露，由于“简单
充”三个字不符合上海之前的企
业注册相关规定，他们在查名阶
段就遇到了困难，后来，吴泾的
“店小二”直接“冲”到市局办事
窗口咨询，反复沟通、协调之后，

终于成功注册了下来。 之后，他
们租赁了金领谷一栋小楼进行
装修，过渡期间，园区还免费向
他们提供了一处临时办公场所。

更让孟岩感动的是，在企业正式
签约落户前，镇里招商负责人就
带着他们跑了两天，热情推荐了
不少潜在的客户和资源。

“这几年来，我们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全镇上下形成了一个
共识： 企业的事就是自己的事，

为企业去求人帮忙、 求人办事，

一点也不丢人。” 吴泾镇党委书
记杨其景告诉记者，瞄准企业的
“痛点”和“难点”，全镇干部都愿
意倾尽全力帮助解决问题，这一
点在疫情期间表现尤为突出。

回想起疫情初期的生存危
机，上海拉夏贝尔服饰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马元斌仍心有余悸。年前，拉夏贝尔在冬季商
品上投入了大笔资金， 可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销售
计划，企业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走投无路之下，公司
找到了吴泾镇政府。“镇政府领导马上帮忙和多个部门
协调，和我们时刻沟通材料准备的细节，一直在跟进和
推动事情的进展。”两天后，公司顺利融到资，员工工资
有着落了。“现在， 我们之所以和地方政府有这么强的
黏性，是因为他们是实实在在地在为企业做事。”马元
斌感动地说。

而疫情初期，一场“找口罩”的暖心帮助，也迅速把
企业凝聚了起来：“我们企业员工数量特别多， 口罩需
求大，通过政府提供的渠道，我们成功购买到几万只口
罩……”为给园区企业解决防疫物资缺口，吴泾镇不少
干部使出了浑身解数———发动身边的亲戚朋友， 在微
信朋友圈里找线索、找资源、找渠道；甚至采用交接班
的方式，半夜轮流和国外朋友商量对接……“我们建了
各种各样的口罩群、额温枪群、防护服群、消毒水群，把
有需求的企业和资源方对接起来。这边匀一点、那边救
救急，解决了园区大部分企业复工以后的物资问题。”吴
泾镇招商中心主任叶英说。

“金牌店小二，不仅是端茶倒水的概念，还要体现专
业化水平，服务到客户的心坎上。”吴泾镇分管产业的副
镇长孙杰表示，最近，镇里企业服务小组和招商团队正
在专题学习市里最新出台的各类政策，自己先把政策吃
透，再针对企业的“痛点”，编制一套指南推送给企业，让
他们能精准“捕捉”到最新的政策红利。

据悉， 去年， 该镇有 30多家企业获得了总计 3000

万元的市区两级政策扶持资金；今年前 5个月，全镇已
有 30多家企业申报各类政策扶持项目。

“我们十分看好小镇的未来”

“过去，吴泾镇是一个老的化工区，现在，这里已转
型成了一座全国科技时尚特色小镇，逐渐焕发出了青春
活力。我们十分看好这个小镇的未来。” 下转荩4版

以实践回答好三个“时代命题”
———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④

本报评论员

市委全会提出了关于 “人民城市”三
个需要认真作答的“时代命题”：上海应该
有什么样的追求？上海应该有什么样的胸
襟？上海应该有什么样的底气？

三个命题，问到城市的精神深处。古往
今来，伟大的城市之所以能够伟大、能够长
盛不衰， 最深层的因素是城市精神与品格
的力量。这是“软实力”，也是城市外在形
象、 经济实力背后， 更为持久而深沉的力
量。我们要建设的“人民城市”，在处理复杂
而具体的建设治理任务同时， 也须臾不能
忘记彰显城市精神、城市品格、城市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工作时，就精心
提炼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

大气谦和” 的上海城市精神；2018年出席
首届进博会开幕式时，又高度概括并向全
球热情推介了“开放、创新、包容”的上海
城市品格。这 22 个字，嵌入了城市血脉，

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明的气质、最重要的软
实力。我们建设治理“人民城市”，也当以
之为遵循， 通过全体市民的共同努力、共

同弘扬、共同塑造，彰显中心城市应有的精
神与品格、使命与担当。

上海应有的追求， 就是要追求卓越、争
当一流、勇立潮头。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必定要坚定追求卓
越的发展取向、富于创造的实践要求，始终
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始终领风气之先、

领时代潮流。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海奋力创
造“新时代新奇迹”，并反复叮嘱上海要勇挑
最重的担子、敢啃最难啃的骨头，发挥开路
先锋、示范引领、突破攻坚的作用。在今天充
满挑战的大环境中，我们需要愈加坚定这样
的发展取向，不仅要将自己擅长的、熟悉的
事做到最好，还要在更大程度上试人所未曾
试、为人所未能为，在并不顺畅的发展环境
中克难攻坚、“逆势上扬”， 为全国乃至全球
城市发展探索前路、树立标杆。

上海应有的胸襟， 就是要开明睿智、大

气谦和，更好展现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气
度。 总书记反复要求上海， 要胸怀 “两个大
局”、坚持“四个放在”，跳出上海看上海、立足
全国发展上海。这既是中心城市的使命所在，

也是上海得以持续扩大开放扇面、 提升城市
能级的关键所在。历史早已证明，这座城市不
是靠“自给自足”“自娱自乐”发展起来的。兼
收并蓄、开放包容，才会有活力；能够服务赋
能更大范围，才算有实力。无论遭遇怎样的挑
战，上海都不能忘记这样的身位，都必须坚持
大格局、大胸怀、大气度———有了这些，这座
城市才可能更好地汇聚人气、集聚人才、凝聚
人心，才能让更多人在成就自己梦想的同时，

造就一座美好甚至伟大的城市。

上海应有的底气， 就是要对我们的道
路、理论、制度、文化充满自信，对坚定走中
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充满自信。全会上有一
个共识：我们要建设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不是因袭传统
的旧版，不是照搬他人的翻版，而是“在党领
导下的人民城市建设的新版”。这个新版，需
要充分学习借鉴吸收全球先进经验、文明成
果，更要深深植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土壤
之中，将我们的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治理效
能。上海是世界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我们要
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全世界从这个窗口看到
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看到中国共产党
的强大领导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旺盛生
命力，用这个窗口开拓“中国之治”的新境界。

中心城市，并不天然就是中心，而是要
在源源不断的创新突破、开放包容、辐射影
响、样板塑造中成为中心。上海的城市精神
和品格， 应当体现于城市方方面面的理念、

思路、方法和实践，应当融汇于这座城市有
形和无形的文化载体，并成为一种最富影响
力的“城市文化”。作为城市建设和治理的主
体，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展
现不一般的担当、实现不一般的作为，真正
塑造好人民城市的“形”与“魂”。

解放调查

学习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系列评论

上海在非常时期创设非常工作机制：群众意见建议收集梳理、督办反馈和宣传引导形成有效工作闭环

从被动等群众“发球”，转为主动“接球”
意见建议平台运行至今 120多天，已梳理转办市民群众等各方意见建议 688条，已解决或基本解决 621条

3月初， 一家外企公司反映有三位日
籍员工被误隔离。这一信息当天反映上去
后，有关部门和区当天解决、当天反馈，企
业表示满意。

这一问题的快速解决得益于背后的
意见建议平台。根据市委主要领导指示要
求，本市在疫情防控之初，创设了一项新
的相对独立工作机制，即涉疫情防控群众
意见建议收集梳理、督办反馈和宣传引导
平台工作机制。

从 2月 23日起， 意见建议平台运行
至今已有 120 多天，据初步统计，已梳理
转办市民群众等各方意见建议 688条，截
至目前， 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 621条，占
90.3%，正在解决 67条。

海量建议来自群众，凝聚
群众智慧
两个月前，记者见证过这样的工作例会。

19时许，位于上海疾控中心 C楼的一间会议
室里，由市政府办公厅牵头，市应急局、12345

市民热线办、市政府新闻办、市司法局、市政
府发展研究中心等多个部门组成的意见建议
工作专班，正逐条研判涉及疫情防控的意见
建议，最后形成一张“意见建议清单”。

清单上的 20条疫情建议是从当日海量
的市民意见建议中梳理遴选出来的。其中包
括 12345 热线、代表委员的建议、专家学者
的意见、新闻媒体的报道以及“上海发布”上
的网友留言等。

“这样一来，我们发现问题的面更广了，

几乎做到了‘全覆盖’。”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祁彦说，疫情给市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
了实际困难，民生困难即是我们要重点关注
的问题。意见建议通道一旦打开，海量的信
息汇集过来。据悉，12345市民热线涉疫来电
最高峰时一天超 2万个；市民在“上海发布”

平台复工复产留言高峰时一天达 3万条。

经遴选后，清单上的这些建议即刻被派
发到相关责任部门，经督办后要在规定期限
内办理完毕并反馈。“我们要求在 3 个工作
日内反馈办理结果，情况复杂的延长至 5个
工作日。”祁彦说。

督办的效果快速有力，据统计，清单转
办后 3日内解决落实的比例达到 75%左右，

一周后提升至 85%左右。一些市民群众高度
关注的问题如空中课堂教学质量、社区防控
操作手势、集中隔离点管理规范、废弃口罩
垃圾投放等问题都及时得到回应和解决。

“意见建议汇集走的就是群众路线，凝聚
的是群众智慧。”市政府秘书长陈靖说，这一
平台的创设运行，使广大市民群众深切感受
到，党和政府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
置，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重点关注
群众反映的急难愁，及时协调相关部门予以
解决，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的一次实践。

非常时期提升政府效能
的有效手段

2月 24日早上， 有市民反映医院陪护
管理的问题，网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舆情。

在市委主要领导的指导下，多部门马上在
疾控中心联合会商，相关部门在 2 小时内
就完成了整改，并即通过“上海发布”等回
应和引导。 下转荩4版

昨天，2020 年上
海中考开考。图为南
洋中学考点送考老
师给考生一个拥抱，

为她加油。

本报记者 赖鑫琳 摄
详细报道刊 3版荩

中考

阳台音乐会
近千架无人机如点

点繁星，在黄浦江上空组
成五星红旗等图案，一个
个阳台如琴键在充满节
奏感的音乐伴随下闪烁
五彩。昨晚，作为首届上海
夜生活节的“夜秀”特色活
动重头戏，“印象·都市万
物生” 公益阳台音乐会在
浦东前滩举行。图为全场
齐唱《我和我的祖国》。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详细报道刊 2版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