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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

巡回指导工作动员会昨天举行，标

志着全市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

工作全面启动。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周慧琳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开展巡回指导，是

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一环，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

的重要举措。要深刻认识做好党史

学习教育巡回指导工作的重大责

任，准确把握任务要求，注重讲求

方式方法，紧密结合上海实际，增

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扎

实实完成好巡回指导各项任务，推

动全市党史学习教育更高质量开

展。

会议要求，指导组要按照中央

和市委部署安排，当好党史学习教

育的 “参谋”、上传下达的 “桥

梁”、被指导单位的“帮手”。要统

筹考虑不同阶段的巡回指导，实施

分类指导、精准指导，尊重情况差

异和基层首创，挖掘推出更多可推

广、可复制的典型经验，不断提升

巡回指导的针对性、实效性。

据悉，市委共组建 8 个巡回指

导组，分三个阶段对各区、各部

门、各单位开展巡回指导工作。巡

回指导专题培训会同期举行，对

巡回指导组全体成员进行专题业

务培训。

党史学习教育巡

回指导工作全面启动

晨报记者陈里予报道 我家小

区的饮用水到底卫生不卫生？楼上

的水箱啥时候清洗的？小区门口的

售水机有没有做过水质检测？……

现在，这些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的问题，只要拿出手机“扫一扫”，

所有的答案就能一目了然。经过

2020 年试点，目前生活饮用水“扫

码知卫生”已覆盖全市，1600 多个

小区完成二维码张贴。

这就是今年生活饮用水卫生宣

传周上，本市卫生健康部门推出的

居民生活饮用水“扫码知卫生”举

措，也是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

上海“智慧卫监”打造的应用场景

建设之一。

2021年 5月 17 日 -23 日是第

10 个生活饮用水卫生宣传周，今年

的宣传主题是“关注饮水卫生，共

享健康生活”。5月 18日，由上海市

卫生健康委主办的 2021 年饮用水

卫生宣传周活动启动。

上海生活饮用水 “扫码知卫

生”重点聚焦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

的“最后一公里”，是上海卫生健康

部门会同水务、房屋管理部门共同

推进“政府监管、执法监督、行业自

律、各方参与、社会共治”综合监督

管理模式的数字化创新。通过扫描

居民住宅小区的二维码，老百姓不

仅能够获取到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清

洗消毒和日常管理的信息，还能了

解水务、卫生等部门的水质监测和

监督管理信息，以及管道分质供水、

现制现售饮用水等其他供水形式的

水质信息。同时，科普宣传栏不定期

推送饮用水健康知识，让广大市民

对身边的生活饮用水卫生可感、可

知、可及。

居民生活饮用水

“扫码知卫生”

晨报记者 陈里予

最近，辽宁和安徽等地出现本

土确诊病例。 昨天，华山医院感染

科主任张文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很多人问我两个问题， 疫情能不

能终止？ 何时能够终止？ ”对此，张

文宏最新评估，未来可能不能消除

病毒，但是可以从容地应对病毒。

据悉，国内疫苗接种已突破 4

?剂次。截至 5 ? 17 日，上海已经

接种新冠疫苗 2190 万剂次， 覆盖

人群 1200 多万人次。

张文宏呼吁，作为整体人群中

坚力量的 18 ?以上成年人应尽快

做到新冠疫苗“应种尽种”，直到全

人群疫苗接种的完成。 未来，青少

年接种新冠疫苗也会提上议事日

程。

对于即将开幕的第十届中国

花博会，张文宏认为，新冠肺炎疫

情目前总体控制得比较好，上海有

非常好的条件举办花博会，“参加

花博会注意防护更加重要，在任何

拥挤的地方，大家注意适当保持距

离，戴好口罩、勤洗手。特别是参观

花博会的时候，很多人对花卉过

敏，这个时候戴口罩既防过敏也防

新冠病毒。

另外，张文宏表示，还是提倡

大家接种疫苗。如果参加花博会的

人都打过疫苗，哪怕有个别病例出

现在我们身边。因为人群免疫屏障

的建立，能够将感染风险降到最

低。

张文宏说：“今年‘五一’小

长假大家都过得很好，两周过去

了，整体防控做得非常好。”

对于最近辽宁、安徽暴露出的

问题，张文宏认为，“这也给我们

一个警醒，疫情全球蔓延期间，疫

情不是说结束就结束了。现在看

来，疫情停止下来的希望越来越

小。”

今年年初，张文宏曾经预测过

疫情，明年春天，大家有希望拿起

背包到世界上走一走。疫情到底会

不会终止？从最新的疫情发展情

况，张文宏预判：所有数据展现出

来，疫情不会终止，疫情没有离我

们远去，即便我们采取了非常严格

的防疫态势，新冠肺炎病毒也会悄

悄出现，整体疫情向好，疫情总是

在你不经意间进来，也会在不经意

间蔓延。”

目前，世界各国都加快了疫苗

接种。张文宏表示，将来世界的开

放，取决于疫苗接种是不是完备，

整体疫情控制得好不好，总体的经

济、日常生活是不是重影响。

戴管疫情没有离我们远去，口

罩能不能摘下来？张文宏指出，口

罩一时半会摘不下来，风险还是有

的。国家基本上把疫情控制在可控

范围之内，但是自己一定要做好防

护。很长时间内，疫情防护还是要

时时注意。在人群聚集地方，一定

要戴好口罩。

另外，大家看病的方式也很重

要。几次疫情在不同地方处理情况

不一样，最大差别在于疫情发现的

早晚。张文宏再次告诫大家，如果

出现发热，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检

查。目前，上海布局了 225个发热

门诊，125 个哨点门诊。哪怕不是

哨点医院或是哨点门诊的接诊医

生也要保持警醒，一定要将发热病

人转到哨点医院。

张文宏研判疫情：未来可能不能消除病毒，但是可以从容应对

口罩不能摘 疫苗尽快打

5? 18 日，在上海市徐汇区凯旋南路接种点，护士为市民接种腺病毒载体疫苗。 /新华社

晨报记者 徐妍斐

昨天是个凉爽的初夏日，不怎

么下雨， 也不怎么出太阳，3-4 级

东南风的吹拂下，徐家汇最高气温

止步 23.6℃。

不过，雨水马上就来。 由于处

在云雨区边缘，上海昨天夜里有短

时阵雨。而这只是今天强降水的前

奏。根据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申

城被南方新一轮强降水天气波及，

主要降水时段在今天傍晚到夜里。

而周日前后，还有一次较为明显的

降水过程。

重西南暖湿气流加强影响，

19 日至 21 日南方将出现一轮强

降水天气，强降水中心主要位于江

南西部和中北部、华南北部及贵州

等地。

气象部门预计，此轮强降水也

将波及上海，影响时间为今天下午

到夜间，主要降水时段在今天傍晚

到夜里，中南部地区累积雨量大雨

到暴雨，并可能伴有弱雷电。过程

累积雨量 30-50 毫米，中南部地

区 50-70 毫米，小时最大雨强

20-40 毫米，并可能伴有弱雷电，

20日上午雨渐止转阴到多云。

近期我国强对流进入了偏多、

偏强阶段。尤其是进入 5月，长江

中下游一带成为强对流高发区域，

雨量明显偏多，大多偏多 5 成以

上、局地偏多超过 1倍。

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王伟

跃表示，5月以来副热带高压偏西

偏强，导致南方暖湿气流增强，沿

副高外围输送的暖湿空气带来大

量的水汽和热量。春夏时节太阳辐

射能量较强，利于地面升温，使近

地层容易形成高温、高湿的结构。

而此时高空的冷空气仍旧活跃，导

致大气形成上冷下暖、上干下湿的

不稳定层结。

因此，一旦有北方冷空气南

下，就会激发出对流天气。由于形

成的不稳定条件非常强，水汽比较

充沛，这两者决定了近期强对流天

气的强度会比较强，带来的风雨影

响比较大，冰雹发生的可能性也会

大大增加。

近据预计，近期西南暖湿气流

活跃，未来一段时间雨水经常出没。

本周日前后，申城还有一次较

为明显的降水过程。气温略有起

伏，周五和周六白天天空状况较

好，最高气温可升至 27℃附近，阴
雨天最高气温在 23-24℃。下周
二最高气温或接近 30℃。

上海今天有大雨到暴雨
主要降水时段在傍晚到夜里 周日还有一场雨

游客在外滩参观 /东方 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