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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自我为群众办实事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开
展以来， 杨浦区中医医院注重把学习教育成
果转化为群众服务的实际行动， 大力开展了
“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实践活动。

重阳养生话膏方
———杨浦区中医医院第九届膏方节义诊活动

2021 年 10 月 14 日，是我国的传统节日重阳
节，也是我国传统的敬老节日。为弘扬敬老、爱老、
助老的传统美德，传播中医药传统文化，使广大人
民群众认识中医、感受中医，进一步了解中医特有
的健康养生之道。

近日，杨浦区中医医院结合“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在医院门诊大厅举办“重阳养生话膏
方”———杨浦区中医医院第 9 届膏方节义诊活动。
此次活动以名老中医义诊、疾病防治科普、特色膏
方展示等内容吸引了众多市民的到来。杨浦区中医
医院党政领导、党总支下属四个党支部、部分职能
科室、临床医技科室参加。

活动开场由来自心病科的孟医师进行科普讲
座：重阳养生话膏方。讲座中，孟医师介绍了冬令进
补和中医特色膏方。同时，特邀医院院长张书富以
及肾病科、脾胃病科、肿瘤科、妇科等多位主任及专
家亲临现场，免费为广大市民提供秋冬进补、疾病
防治、中医养生等义诊咨询，现场气氛热烈，前来义
诊的市民在义诊桌前依次排起了长队。

参加活动的专家们充分发挥扎实的中医功
底，为大家讲解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知识和注意
事项。

俗话说，“重阳须食重阳糕，片糕搭额愿儿百事
高”。恰逢重阳节之际，来自护理部老年护理团队的
成员们为前来义诊咨询的老年患者们送上了精心
准备的重阳糕、菊花茶供大家品尝。

活动现场，美小护们还为居民提供测血糖、测
血压、中医耳穴贴压等各项护理义诊。通过通俗易
懂的语言针对健康生活方式、个人健康行为、心理
和环境因素以及用药相关事宜进行宣传教育、健康
指导，以达到提升健康理念，普及健康知识。

中午，杨浦区中医医院行政医技党支部的党员
和入党申请人在党支部书记带领下来到辽一居委，
与党建联建双结对单位江浦路街道辽一居委区总
支共同举办“党建联建庆百年 敬老爱老度重阳”

活动，与居委会老年人、居民欢聚一堂，共庆九九重
阳节。

活动中，支部党员给老人们讲解养生常识、
科普中药及膏方知识，并为居民免费测血糖，现
场为老人们看诊，从中医角度解答老人们关于健
康的疑问，提出合理健康指导，老人们纷纷表示
收获很大。

此外，支部还细心地为老人们准备了重阳节
礼物并送上节日的祝福，受到社区居民的热烈欢
迎和好评。

本次活动践行了为民造福的宗旨，是行政医技
党支部“我为群众办实事 党员公益行”理念的充
分体现，深化了庆祝建党 100 周年和党史学习教育
成果，展现了支部党员的良好风采。

杨浦区中医医院膏方节旨在传播中医药传统
文化，提高全民防病意识和能力，让广大市民充分
了解具有冬令进补和调理作用的中药特色膏方。

通过本次义诊活动更集中展示了中医药的悠
久历史、科学理论、独特方法、良好疗效，真正做到
“便民惠民、群众受益”，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
的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水平、更加满意的卫
生健康服务。

� � � �近日，由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联合主办，由浦东
新区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上海
凯航通力船用设备有限公司联合协办的第九届上海

市“中华杯”职业技能竞赛西餐主题菜单设计与制作
比赛在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正式拉开帷幕。

传承工匠精神 发扬技能本色
———第九届上海市“中华杯”职业技能竞赛在沪举行

浦东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李国华，上海市教委
职教处处长马建超，上海市教委后勤处处长张旭，
上海中华职业教育发展部部长社毕鹏宇，浦东新区
教育局高中（职业）与终身教育处处长赵春芳，上
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党委书记翁昊年、校长滕琴，
浦东职教社副主任曹德华等领导观摩了本次赛事。

据了解，本次竞赛主要面向上海市职业院校专
业教师、社会培训机构专业培训教师展开。竞赛设
计了展示教师综合能力的赛项，过程中，参赛者需
要完成设计菜单、制作菜肴、摆台、创新阐述等步
骤，评委依据世界技能大赛的评分规则执行。经过
激烈的角逐，中华职业学校王晶晶获得一等奖；上
海市贸易学校钟荣华、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王峰获
得二等奖；上海市逸夫职业技术学校张希雅、上海

市第二轻工业学校杨利娟、上海彼岸之途职业技能
培训有限公司朱潘杰获得三等奖。

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校长滕琴表示，此次比
赛，二轻校作为一所开设有西餐烹饪专业和中西面
点专业的职业院校，始终以“实景实岗”为教学特
色，为社会不断输送熟练掌握西餐烹调制作技能、具
有良好人际交流能力和工作责任心的技能型人才。

闭幕式上，浦东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李国华
发表重要讲话并宣布大赛闭幕。他感谢精心筹备
此次竞赛的工作人员和积极备战的选手们，希望
参赛学校和社会培训机构秉承中华职教社优良传
统，弘扬工匠精神，培养双师型职业教师，为中国
培养大批量高技能人才，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做出应有的贡献！

长宁区首个“零违建居委会”创建工作现场观摩会
� � � �近日，长宁区拆违办组织各街镇（临空）拆违办
相聚在周家桥街道仁恒河滨花园居民区， 召开了长
宁区首个“零违建居委会”创建工作现场观摩会。 区
城管执法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区拆违办副主任）
刘旭出席，各街镇（临空）拆违办主任参加，周家桥街
道分管领导翟国强及相关居委、物业全程陪同观摩。
市精细化办莅临指导。

今年以来，本市大力开展“无违建示范街镇”
创建，不断巩固前期“无违建先进街镇”创建成果，
推动违法建筑治理工作向更高品质纵深发展，助力
城市软实力综合提升，而“零违建居委会”创建便
是其中的必要环节。仁恒河滨花园居委 9月份在长
宁区率先申报“零违建”，大家相约此地，在检阅中
交流学习，全方位品鉴这第一颗金秋的“果实”。

该居委辖区东起芙蓉江路、西接水城路、南抵
天山路，北至长宁路，占地面积 12.87 万平方米，包
括 14 幢高层公寓楼，1600 多户居民。专业城管队
员运用无人机在辖区范围内高空巡航，清晰俯瞰整
个社区面貌，地面及楼顶情况一览无遗，尽收眼底。

现场观摩后，大家齐聚在物业会议室召开座
谈，深入交流经验，分享创建故事。仁恒河滨花园居

委会和周家桥街道首先依次介绍了本部门围绕“零
违建居委会”创建所开展的各项工作情况，包括机
制建设、拆违推进、特色亮点等等；紧接着，各街镇
交流发言，针对创建提出个性问题，市办耐心答疑
释惑。

本次现场观摩，仁恒河滨花园居委以优异成绩
顺利通过“零违建居委会”验收，而它整洁、优雅、
安全的社区环境便是献给国际精品城区和广大居
民最甜的“果实”。下一步，周家桥街道将抓住良好
开端，向“无违建示范街镇”创建奋力挺进，长宁拆
违也将继续秉承“控新增、减存量、求实效、保安
全”的工作方针，不断延伸精细化治理触角，为打造
更加健康的城市肌理、营造更加美丽宜居的城区环
境贡献一份智慧和力量。

据新华社报道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应急管理
部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各地严格控
制新建超高层建筑。实行超高层建
筑决策责任终身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应急管理

部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强超高层建筑
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指出，城区常
住人口 300 万以下城市新建 150
米以上超高层建筑，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上城市新建 250 米以上
超高层建筑，应按照《重大行政决
策程序暂行条例》，作为重大公共
建设项目报城市党委政府审定，实
行责任终身追究。
通知要求，各地要严格控制新

建超高层建筑。一般不得新建超高
层住宅。城区常住人口 300万人口
以下城市严格限制新建 150 米以
上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 250 米以
上超高层建筑。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上城市严格限制新建 250 米
以上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 500 米
以上超高层建筑。通知要求，城区常
住人口 300 万以下城市确需新建
15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的，应报省
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查，
并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备案。城区
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上城市确需新
建 250 米以上超高层建筑的，省级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结合抗
震、消防等专题严格论证审查，并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备案复核。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 27 日从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获悉，截至目前，今年全
国已有 16 省份提高了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省级基础养老金，最高
每月上涨 100 元，惠及上海、北
京、西藏、浙江、江苏、广西、内蒙
古、宁夏、新疆（含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江西、甘肃、吉林、山东、湖
北、安徽、海南等地的 7209 万城
乡老人。

据人社部农村社会保险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城乡居民养老金
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
两部分构成，其中，基础养老金来
自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补贴。在
参保人个人缴费水平不下降的情
况下，基础养老金标准提高，意味
着每个月能拿到手的养老金一定
上涨。

截至 2020 年末，我国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超过
5.42 亿人，绝大部分是农村居民。

另据记者了解，除城乡居民
养老金上调外，今年职工基本养
老金也实现了连续上调，且新增
部分已全部发放到位，1.27 亿退
休人员受惠。今年两项养老金上
调合计惠及近 2亿人。

保障百姓基本待遇，坚决兜
牢民生底线。按照“十四五”规划
纲要部署，未来五年，我国还将完
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合理调整
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
老金标准。

三季度全国工业企业

利润同比增 14.3%

据新华社报道 国家统计局
27 日发布数据显示，三季度，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4.3%；两年平均增长 15.1%，增速
比二季度略有回落，总体保持良好
增势。
数据显示，今年前 9个月，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44.7%，两年平均增长 18.8%，工业
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
超七成行业盈利规模超过疫情

前水平。三季度，在 41个工业大类
行业中，有 29个行业利润较 2019
年同期增长，占 70.7%，大多数行业
总体效益状况好于疫情前。

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
三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33.6%，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
水平19.3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显著。
单位费用下降，盈利水平提高。

三季度，随着减税降费、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等政策措施持续显效，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
费用同比减少 0.39 元，下降明显。
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6.70%，同
比提高0.13 个百分点。盈利状况改
善带动企业资产负债率继续走低，
9月末，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56.3%，
同比降低 0.5 个百分点，较上月末
降低 0.1 个百分点。

各地严格控制新建超高层建筑
两部门：实行超高层建筑决策责任终身制

16省市上调养老金，最高每月涨 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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