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探索长护险评估升级
优化流程、数字赋能，更加科学规范

本报讯（记者 吴頔）本市全面试点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 3年来， 已为逾 50万失能老
人提供了生活照料和日常护理。记者日前从
医保部门了解到，通过优化流程、数字赋能，

本市正积极探索长护险失能老人评估升级，

力求更加科学规范、更加公平公正，让失能老
人有更多获得感。

评估工作既要确保结果公平公正，也要确
保长护险制度可持续发展。去年以来，本市部
分区陆续在长护险评估管理方面推出优化流

程、数字赋能的新举措。长宁区医保部门将长
护险评估与家庭医生的健康管理工作相结合，

将原来在社区事务中心受理的评估申请迁移
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效发挥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医疗专业性，由专业人员查阅老年人病
史、 查看电子健康档案及老年人自评结果，全
面客观掌握老年人身体状况。

医保部门还将会同卫生健康、民政等部门
优化流程，持续推进评估精细化管理，推动评估
全过程公开透明可查，接受社会监督，让长护险
评估“升级版”更加科学规范、更加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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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孟群舒）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与英
国施罗德集团首席执行官
郝睿诚举行视频连线。

龚正说，作为中国最大
的经济中心城市和改革开
放的前沿窗口，上海当前正
认真谋划未来 5 年及更长
时间的发展，加快打造国内
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
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去
年上海已基本建成与我国
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
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
心。欢迎施罗德集团发挥专
业优势， 加大在沪战略布
局，更好地扎根上海、服务
中国、辐射全球。我们将全
力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国
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让各
类企业在上海放心投资、安
心经营、做大做强。

郝睿诚说，上海国际金
融中心建设取得了重大进
展，同时也拥有优良的营商
环境，这都对国际金融企业
构成利好。 二十多年来，施
罗德集团立足上海、深耕中
国，各领域业务实现了快速
发展。我们将抓住中国扩大
开放的机遇，持续加大在沪
投资，携手实现共赢合作。

施罗德集团是全球最大
的上市资产管理公司之一，

已在沪合资设立了交银施罗
德基金管理公司等企业。

进口博览会参展商联盟
设立农产品专业委员会

本报讯 （记者 吴卫群）昨天下午，第四届
进博会参展商联盟农产品专业委员会成立仪
式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嘉吉、路易达
孚、乐斯福、正大、都乐、JBS、麦德龙、三藩市、

泰森、丰益国际、佳沛等企业担任农产品专业
委员会的创始成员。

截至第三届进博会， 参展商联盟成员企
业共有 156 家，来自美国、日本、德国等 23 个
国家，均为世界 500强或行业龙头企业。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农产品
市场增长潜力大、产业发展动能强。进博会参
展商联盟农产品专业委员会成立后，成员单位
将带动更多境外上下游优质企业参与进博会，

整合行业资源，为促进行业发展，推动消费升
级，助力“双循环”作贡献。

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
全域封关验收已完成

本报讯 （驻临港记者 胡幸阳）昨天，洋山特殊
综合保税区（二期）顺利完成封关验收，洋山特殊综
保区就此实现全域封关验收。一体化信息平台二期
也同步投入使用，增加了对加工、贸易等领域的监
管功能，进一步推进区内便利自由的“无感监管”。

2020年 1月，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洋山特殊综
保区，规划面积 25.31平方公里。按照“整体规划、分
步实施、分批验收”原则，一期规划面积 16.29平方
公里，已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封关运行；二期规划
面积 9.02平方公里，包括芦潮港区域南港区块和浦
东机场南部区域。

验收完成后，中远海发、中复神鹰、洛阳钼业、

中创物流等 20个涉及高端航运服务、民用航空、大
宗商品、生鲜冷链、跨境电商、融资租赁等业态的重
点项目落户洋山特殊综保区， 项目总投资额约 105

亿元。

市委常委、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自贸区临港
新片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朱芝松出席验收仪式。

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
市委政法委举行全体委员

（扩大）会议，于绍良讲话
本报讯 市委政法委员会昨天举行全体委

员（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
政法工作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
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绍良主持会议
并讲话，强调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深刻把握做好新发展阶段
政法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进一步坚定信心决
心，推动我市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

于绍良指出，要深刻把握形势，坚持科学
方法。更加注重系统观念，坚持总体安全观，增
强思想敏锐性、工作前瞻性，把工作着力点从
打击、防范、管控拓展到服务、管理、建设等各
环节。更加注重法治思维，发挥法治固根本、稳
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精准有效防范化解
风险隐患，有力助推解决城市治理难题。更加
注重强基导向，大力为基层减负，将政法智能
化建设重心进一步转向打基础、强基层，带动
基层治理全面升级。

于绍良指出，要深刻把握重点任务，以善
作善成的精神狠抓落实。抓实效，压实责任，一
抓到底，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增强落实穿透性。

抓开局，全力保障城市公共安全，毫不松懈做
好疫情防控。抓精气神，大力倡导“比学赶超”

“创优争先”，跑出开局起步快节奏和全年工作
加速度。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舒庆，市高级法院
院长刘晓云，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武警上
海市总队司令员马德荣出席会议。

打造高品质高效能公共文化服务上海样本

将庆祝建党百年融入全过程
本报讯 （记者 钟菡）昨天下午，2021年

上海市公共文化建设工作会议举行。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周慧琳出席并讲话，副市长
陈通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全市公共文化战
线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引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及市委、市政
府部署要求，深化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建设，打造高品质、高效能的公共文
化服务上海样本，以沉甸甸的成果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会议指出，深化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
展先行区建设，是奋进新征程、再创新奇迹凝
心聚力的需要，是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建设
新时代人民城市的需要， 也是打响上海文化
品牌、 取得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新突破的需

要。一定要提高工作站位，增强责任担当。

会议强调，今年全市公共文化战线要将
建党百年宣传教育作为贯穿全年的突出主
线，强化公共文化服务价值引领，将庆祝建党
百年融入群众文艺创作、文化活动、文化场馆
日常工作全过程。坚持以人为本，聚焦高品质
的公共文化空间、公共文化产品、公共文化服
务，全面提升公共文化供给品质。深化改革创
新，坚持标准化建设、精准化服务、数字化赋
能、 社会化参与， 全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
能。加强组织领导，做好《上海市公共文化服
务保障与促进条例》的宣传贯彻，抓好法治保
障、机制保障和安全保障，特别是要做好各级
各类公共文化场所的疫情防控， 以崭新的作
为奋力开创上海公共文化建设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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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 飞
通 讯 员 忻文珂

近日，本市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冬春季
来沪返沪人员的 8 条防控措
施，鼓励在沪过春节，尽量减
少人员流动。 预计春节期间，

将有不少在沪学习工作的外
来人员留在上海过年。

为保障“就地过年”的群众
度过一个暖心、祥和的春节，记
者昨天从上海市公安局获悉，

上海公安机关将进一步强化岁
末年初社会面打防管控工作，

采取多项举措， 确保岁末年初
社会面持续平稳有序。

守护群众“钱袋子”

岁末年初， 针对入室盗
窃、扒窃拎包等侵财类案件可
能出现反弹的情况，上海公安
机关将进一步提升社会面整
体防控强度，最大限度把警力
摆上街面、压到一线，强化常
态化巡逻防控和公安武警联
勤武装巡逻， 提高见警率、管
事率。同时，持续组织集中打
击行动，保持对此类案件严打
高压态度不放松，保护市民群
众财产安全。

春节将至，预计近期网络
购物、兼职刷单、冒充熟人领
导、“杀猪盘”、 车票退改签等
类型电信网络诈骗可能会有
所上升。对此，上海警方将在
破案打击、预警劝阻、防范宣
传等方面精准发力，及时预警
易发、 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
型，并以深入推进“断卡”行动
为抓手， 保持对涉及电话卡、

银行卡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
整治力度。

确保城市公共安全
据统计，去年 12月以来，

上海全市社会治安持续向好，

全市受理治安案件同比下降
41.2%， 全市报警类 110下发
数同比下降 7.7%。

在此基础上，上海公安机关将持续开展“除小
恶、治小乱、破小案、化矛盾、清隐患”专项行动，确
保社会治安持续稳定。同时，上海警方也将会同消
防部门加强防火督导检查， 突出检查火源电源、易
燃可燃物、违章动火用电、电动自行车 4个风险点，

重点检查建筑消防设施、疏散通道，并深入居民小
区、沿街店铺开展冬季防火宣传。

上海警方还将持续强化烟花爆竹管控，坚持入
沪盘查、路上查缴、面上收缴相结合，通过关口前
移、从严设防，全力查堵收缴流入本市、流散社会的
烟花爆竹，切实消除安全隐患；综合采取联合排查、

举报核查、巡逻查控等方式，持续保持严厉打击烟
花爆竹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

为做好疫情精准防控， 上海警方也将会同民
政、卫健等部门，进一步严格居家隔离审核及管理，

综合应用人防、物防、技防手段，实施严格管控，防
止意外事件发生。

保障交通平稳有序
近期，本市公安交警部门将根据今年道路交通

特点，以中心城区交通枢纽、高架道路、地面主干道
为重点，围绕交通集散地、商业中心、旅游景点周边
道路加大警力投放力度，在各拥堵节点、分流引导
点周边备足警力，强化现场管控服务，继续加大酒
驾、醉驾、客载货以及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行人
乱穿马路等易致祸交通违法行为整治查处力度，严
防出现大面积、长时间交通拥堵，确保全市道路交
通平稳有序。

此外，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恶劣天气，全市交
警部门还将继续加强与防汛、气象、建设、交通等部
门沟通联系，强化应急联动协作配合，细化对接预
警信息通报、实施监测数据共享，对可能到来的雨
雪天、冰冻等恶劣天气，积极落实应对恶劣天气的
各项防范措施。

今年春节期间，上海轨道交通路网客流数较往
年同期将有所增加，上海轨交警方将在重点换乘车
站以及毗邻旅游景点、居民区、商务区车站进一步
加强警力部署， 确保快速有效应对各类突发警情。

针对部分车站可能出现的大客流情况，轨交警方将
会同运营公司排摸车站客流特点制定疏导方案，并
组织警力会同车站员工在客流拥堵点、险情点加强
值守，减少客流拥堵、对冲风险。同时，坚持安检工
作不松懈，会同申通集团，加大识疑查疑力度，全力
查堵可疑人员及易燃易爆危险品、违禁品。

上海将探索公共文化场馆提供公益性低收费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机制

聚焦于“人”，服务人，为了人
■本报记者 钟菡

去年，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市民夜校”登
上热搜，群艺馆公众号一夜之间涌入 300多
条报名询问留言。夜校火爆的背后，体现了
上海公共文化供给优化提升的成效；中青年
群体对城市夜间公共文化服务的高需求，也
引发进一步思考。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上海市公共文化建
设工作会议获悉，2021年上海将试点推动公
共文化场馆错时开放、延时开放，并探索建
立公共文化场馆提供公益性低收费的公共
文化产品和服务机制。这些回应市民关切的
工作举措，也体现出上海公共文化服务正进
一步聚焦于“人”。

日前，2020“美好生活”长三角公共文化
空间创新大赛落幕， 金桥碧云美术馆、 黑石
M+音乐街区等获得最美公共空间。承办方上
海美术设计有限公司负责人说，“空间是服务
于人的，好看的空间，人们才愿意走进它。”

2021年，上海将着力打造高品质公共文
化空间，扎实推动市级重大文化设施项目建
设。中共一大纪念馆、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
博物馆、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新馆、上海图
书馆东馆将建成开放，上海博物馆东馆等一
批在建项目也将有序推进。这些重大文化设
施将成为新的城市地标，为市民阅读、休闲、

娱乐提供对标国际一流的公共文化服务。

基层公共文化设施也将进一步更新与
提升。围绕“15分钟社区生活圈”，家门口的
公共文化设施将越来越多。无论是街角的篮
球架，还是商圈里的阅读空间，一批有温度、

有人气，既好看、又实用的“文化客厅”“健康
驿站”将逐步提升市民的幸福感。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蒯大申认为，社区营
造和城市更新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公共
文化空间的活动主体是广大市民，公共文化
空间的建设主体也应该是广大市民。“我们
希望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过程同时也是社
区动员的过程，是公共精神培育的过程。”

智能化、 数字化发展是未来发展趋势，

但老年人遭遇的“数字鸿沟”窘境同样值得
重视。未来，上海将开发适老数字资源和智
能应用，同时加强流动文化服务，促进文化
资源和服务向远郊地区和务工人员、老年人

群倾斜。上海还将持续优化特殊群体惠民服
务，加强无障碍阅读服务、无障碍电影服务，

保障残疾人享受更多公共文化服务。

让更多人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同时，常
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不能放松。2021年， 上海
将继续落实公共文化各类设施、场所、活动
等防控要求，避免疫情通过公共文化场所和
活动传播扩散，教育引导市民群众提高公共
卫生素养和文明素质，为市民群众体验公共
文化、感受美好生活，创造安心、放心、开心、

暖心、舒心的环境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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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联合推出
红色档案珍品展

昨天，观众在观看“建党百年 初心如磐—长三角红色档案
珍品展”。这一展览由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指导，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档案局与档案馆联合主办，自 18日起
亮相上海市档案馆外滩馆。 视觉中国供图

加大主副食品产销对接和货源组织力度，落实落细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

牛年春节上海“菜篮子”备货足
本报讯（记者 吴卫群）今年“原地过年”的

人比往年要多，牛年春节上海市场的“菜篮子”

供应情况如何？ 记者昨天从市商务委获悉，上
海正在动员各大批发市场、菜市场、商超和新
零售企业，加大与各地蔬菜、猪肉主产区的产
销对接和货源组织力度，引导经营者、员工灵
活安排休假，有序错峰返乡，确保节日期间主
副食品供应“不断档”“不断人”。相关企业纷纷
表态，春节期间不休市，并提前做好货源组织
和备货准备。

市商务委重申，上海各区商务部门、各大
批发市场、菜市场、商超和新零售企业要强化
冬春季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落
细，做好节日期间的应急保供预案，加强节日
期间的应急值班值守，保障春节期间上海市场
“供得上、供得好、供得安”。

批发市场加强产销对接
猪肉方面，本市主要批发市场已加强同全

国河北、山东、黑龙江、江苏等 16个省份 127家
屠宰厂产销对接，提前三天时间发布采购信息，

每日加强市场供销监测和进场货源预报。目前，

西郊国际、江杨批发市场每天供应猪肉约 6000

头，上农批每天供应猪肉约 2000头，本市主要
批发市场均已做好猪肉应急调运准备。

蔬菜方面，针对节日供求两端变化，西郊国
际、上农批加强与 127个市外蔬菜基地对接，提
早发布产销信息， 准备随时调运蔬菜供应上海
市场。 蔬菜集团积极对接 20个 15万亩市郊蔬
菜基地，组织市民喜爱的芹菜、草头、菜心、菠
菜、青菜、花菜、冬笋等时令蔬菜品种。目前，蔬
菜集团每天供应蔬菜 7000吨， 品种 180个；上

农批每天供应蔬菜 700吨，品种 120多个。

水产方面，东方国际、江杨水产、江阳等主
要水产批发市场，计划春节期间每天供应活鲜
水产、冰鲜水产、冻品水产共 1000 吨以上，品
种总计 140个以上。

零售渠道提前加大备货
零售渠道方面，上海各区按照“菜篮子”区

长负责制的要求，区商务部门正在积极组织动
员区内菜市场稳定节日期间开业率和开摊率。

截至目前， 上海 15个区已建立 482个平价猪
肉专柜和 502个平价蔬菜专柜，满足市民对平
价肉菜的消费需求。

本市主要超市卖场、生鲜电商等重点零售
企业也纷纷发挥渠道资源优势，加大节日备货。

联华超市在日常供应基础上再增加 20%以上

备货量，并加强与 24个省份 142个直采基地、9

个批发市场对接， 安排充足运力保证商品及时
配送到门店，并动员 90%人员留沪；华联吉买
盛组织蔬菜、肉类、水果、粮油等货源，较平时增
加 20%以上，可以满足 30天消费需求；农工商
超市已动员 100%人员留沪， 预计粮油同比增
加 5%、蔬菜同比上升 10%、肉类同比增加 5%。

清美鲜食近 400 家社区门店春节期间蔬
菜、猪肉备货量较平时将增加 30%，已动员 80%

人员节日留沪； 叮咚买菜总体备货量较平时增
加 30%以上， 还将加强与 600家直采基地供应
商、自建工厂、分拨中心、物流配送、前置仓的衔
接，已动员 80%人员留沪；盒马鲜生每日供应量
将比平时分别增加 20%至 30%，预计动员 80%

人员留沪； 每日优鲜每日备货量较平时增加
40%左右，已动员 70%人员节日期间留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