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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 市委书记李强昨天在
青浦区调研时指出，要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
精神，围绕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
家战略，持续深耕一体化制度创新试
验田，推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建设迈向更高质量、更高
水平，以实实在在的项目建设成果
和制度创新成果不断增进民生福
祉，打造生态绿色发展典范，让人民
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李强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归

根到底要体现在人民群众的感受度
和获得感上。要结合全面推进城市
数字化转型，积极创新探索一体化

医疗新模式、新机制，充分纳入和运
用先进技术手段、现代健康理念、优
质医疗服务，使区域医疗资源得到
最大化利用，更好回应群众关切、惠
及广大患者。
李强说，一体化示范区有生态

良好的绿色本底，又叠加了底蕴深
厚的江南文化，要用好用足资源禀
赋，补短板、强功能，种好“风景”、
提升品质，进一步彰显生态绿色优
势，努力打造超大城市生态休闲新
地标，走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
子。要以河长制湖长制为重要抓手，
持之以恒在水环境治理上下更大力
气、花更大功夫，锚固生态底色，确
保水清岸绿。

李强赴青浦区调研

打造生态绿色发展典范

晨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
正昨天调研虹口北外滩国客中心段
滨江贯通工程时指出，要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
话精神，按照市委决策部署，持续提
升“一江一河”沿岸公共空间品质
和功能，抓住打造“世界会客厅”的
机遇，加快推进北外滩开发建设，提
供更多公共休闲空间，更好顺应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龚正指出，北外滩与外滩、陆家

嘴形成黄金三角，是独一无二的一

方宝地。推进北外滩及滨水区域开
发，要增强一个优势，即发挥好北外
滩的地理和景观特色，充分挖掘历
史文化底蕴，与周边文旅资源有机
联动。要保留一个功能，即留住港口
航运功能，打造具有航运文化内涵
的活力水岸。要守住一条底线，确保
防汛防洪安全和市民游客生命财产
安全。要形成一个机制，市区联手、
政企协同，瞄准建设世界级滨水区
的总目标，共同把北外滩开发好、利
用好、管理好。

龚正调研虹口北外滩国客中心段滨江贯通工程

加快推进北外滩开发建设

晨报讯 2021年上海市投资
促进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昨天召
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投资促
进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龚正指出，投
资能否持续发力，关系到稳增长的
动力，更决定着高质量发展的后
劲。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要求，抢
抓机遇，深挖潜力，进一步做好扩
大有效投资各项工作，为实现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供强有力
支撑。

龚正指出，要精准招商强吸引，
突出方式创新，以新理念、新模式实
现新突破；突出要素保障，坚持要素
跟着项目走，真正做到好项目不缺
土地、好产业不缺空间、好应用不缺
场景、好创意不缺人才、好团队不缺
资源；突出政策集成，通过数字化手
段整合资源，更有效破解瓶颈难题。
要精准服务优环境，提升各级政府
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进一步为
企业降成本、增便利，着力打造更好
的投资环境。

市投资促进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着力打造更好的投资环境

晨报讯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
分别会见了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
民、新开发银行行长马可·特罗约一
行。
龚正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

前沿窗口，上海正在深化建设国际
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
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全力打造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

境，并继续成为跨国公司最为青睐
的投资首选地之一。我们愿与加拿
大深化在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生命
科学、现代农业、金融服务等领域的
合作，实现共赢发展。欢迎新开发银
行发挥自身优势，合力建设上海国
际金融中心、布局城市基础建设项
目、探索创新绿色发展模式、延展国
际交流合作平台。

龚正会见外国客人

深化合作实现共赢发展

晨报讯 2021 年全市居村
“两委”换届工作总结会昨天召开。
市委副书记于绍良出席会议并讲
话。
于绍良指出，新一届居村基层

班子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上海和在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

年庆祝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厚植
人民情怀，提高能力素养，强化责任
担当，拿出“上任即开考、上马就奔
腾”的劲头，在建设人民城市的火
热实践中，干出基层工作的大作为，
以开局起步的好状态好成绩庆祝建
党 100周年。

全市居村“两委”换届工作总结会召开

干出基层工作的大作为

�晨报记者 徐妍斐

这两天，上海明显闷热了起
来。虽然气温不算太高，徐家汇站
在 24℃-28.4℃，但分散性阵雨
下，相对湿度高达 70%-95%，体
感有点“齁湿”。很多市民算算日
子，是不是要到黄梅天啦？

昨天，上海市气象局宣布：据
最新气象资料分析，目前东亚大
气环流形势正在调整，副热带高
压北抬，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过
程增多，上海将于 6 月 10 日入
梅。

气象部门表示，今年入梅时
间较常年平均略偏早。上海常
年平均入梅日为 6 月 17 日，也
就是说今年入梅偏早了一周左
右。

不过，这也是比较正常的情
况，上海入梅“最早”“最晚”的
纪录，甚至能把整个 6月都“跳过
去”。有气象记录以来徐家汇站资
料显示，本市最早入梅时间为
1936 年的 5 月 22 日，最晚入梅
为 1982年的 7月 9日。
今年上海的入梅时间和去年

比较接近，去年上海入梅是在 6

月 9日。

过去传统印象中的梅雨，滴
答缠绵，然而近年来，人们常常听
说“暴力梅”“非典型梅雨”之类
的词汇。有些年份，“开梅暴雨”
令人印象深刻。那么，今年梅雨季
的“开梅”情况如何呢？

上海中心气象台预计，受高
空槽东移影响，本市今天将有一
次大到暴雨过程，并伴有雷电、短
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主要降水
时段出现在今天傍晚到夜里，雨
量分布不均，累积雨量 20-40 毫
米，局部 60-90 毫米，小时最大
雨强 30-50 毫米。

雨水之下，今天的最高气温
稍有回落，在 26℃左右，最低在
23℃左右。

今天一场雨之后，申城的雨
水会弱下来。

根据预计，今年梅雨前期雨
带不稳定，呈现南北摆动态势。具
体到上海，周五到周六雨带南压、
减弱，本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
时阵雨；而周日到下周一，本市还

将有一次较强降水过程。
今年 6月 1 日入汛时，预计

今年汛期总降水量较常年偏多，
梅雨量 240毫米 -340 毫米。

上海梅雨期常年平均降水量
为 243.1 毫米，相当于本市年平均
降水量的五分之一。梅雨期最大
雨量为1999年的 815.4 毫米。去
年梅雨季降雨量为 549.5 毫米，为
历史第三。

闷热潮湿的黄梅天不受欢
迎，刚入梅就有不少人开始关心
什么时候出梅了。

上海常年平均出梅日为 7 月
10 日。此前，曾预计在 7 月上旬
出梅，不过那只是汛期刚开始的
一个预测，仅供参考，后期还要看
大气环流的具体形势。

只有梅雨带完成了“北跳”
的动作，副热带高压把长江中下
游这块控制起来了，才到了上海
出梅的时候。出梅后，往往会有一
段晴热少雨天气。

根据统计，平均梅雨期长度
约为 23 天，最长梅雨出现在
1954 年达 58 天；最短梅雨仅 2
天，出现在 1897年和 1965 年，为
空梅。

记者 陈里予

晨 报 讯 在昨天举行的
2021 上海国际养老服务产业高
峰论坛上，上海市民政局透露，在
全市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十三
五”期间，上海市养老服务体系的
“四梁八柱”基本定型，养老服务
保障体系日益成型，养老服务政
策支撑体系逐步健全，统一需求
评估体系更加完善，养老服务行
业监管体系不断健全。
“十四五”时期，上海人口老

龄化将持续加深，养老服务的总
需求将同步增长。未来，上海养老
服务力争使高水平的养老服务发
展体系不断健全，高品质的养老服
务产品充分发展，高质量的养老行
业管理全面覆盖，多层次的养老服

务供给梯度更加合理，让上海的老
年朋友们的生活更多一些便利，多
一些快乐，多一些温暖！
上海市民政局局长朱勤皓透

露，至 2020 年底，全市已建成
729 家养老机构、16.1 万余张养
老床位，初步缓解了“一床难求”
的刚性需求；建成社区综合为老
服务中心 320 家，实现街镇全覆
盖，并向片区延伸；建成长者照护
之家 204 家，社区老年人日间照
护机构 758家（月服务 1.5 万人），
标准化老年活动室 6223 家（日均
活动人数 24 万人），社区助餐点
1232 家 （月均服务人数约 12 万
人）。
未来，上海养老服务的发展

目标是“三高一多”，即高水平的
发展体系，高品质的养老服务，高

质量的行业管理，多层次的供给
梯度。

朱勤皓指出，过去上海养老
服务重点针对困难老人、高龄、失
能失智老人，未来则要面向全体
人群。不过，失能失智老年人的长
期照护问题是养老服务的重中之
重，是养老服务的“刚需”。对失
能老年人，要在身体状况等级评
估的基础上，重点关注长期照料、
护理、医疗、健康和慢性病管理等
方面的服务。对失智老年人，要在
养老服务中加强认知障碍照护服
务，通过社区普及知识和早期介
入，加强预防和非药物干预。同
时，上海将大力鼓励养老产业发
展，鼓励市场配置，为老年人提供
更多类型、更多层次的服务，并鼓
励“跨界供给”。

未来五年上海养老如何布局？

“三高一多”覆盖所有老年人

上海今日入梅

昨日傍晚时分，市民游客在苏州河畔散步吹风。 /晨报首席记者 任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