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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

正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强调按照市委部署，加快张江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促进集成电

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加

快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会议指出，张江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作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的主阵地、主战场，要着力在提升

集中度、显示度等方面寻求突破，

抓任务攻关，抓成果涌现。要服务

国家重大战略，勇当科技创新主力

军，把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和

各类资源要素建设好、服务好、使

用好，集中精锐力量，在关键核心

技术上早日突破。要聚焦重大项目

牵引，构建科学发现新高地，加快

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并预

先储备、主动发起一批重大科研项

目。要立足改革系统集成，塑造体

制机制新优势，在张江科学城和临

港新片区积极探索，充分放权赋

能，加快集聚培养人才，为科学家

创造更加友好、舒适的创新环境。

会议原则同意《关于新时期

促进上海市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并

指出，这次出台政策，再次向全国、

全球的企业和人才传递出上海持

续发展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的恒

心、大力延揽高端人才的决心、全

力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雄心。

要精准施策，聚焦企业最急需、人

才最期盼、政策覆盖还不到位的短

板弱项，推动资源聚集。要简化行

政审批环节、优化办事流程，让企

业和人才能便捷享受到支持政策

的优惠和实惠。要加强宣传推介，

向海内外企业和人才开展针对性

介绍，积极为本地企业和人才答疑

解惑，营造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会议原则同意《关于推进上

海市“十四五”期间养老服务设施

建设的实施意见》并指出，要增

能，进一步补齐短板、提升能力，聚

焦医养结合、服务质量，落实各区

主体责任，各部门和国企共同支

持，同时谋划好养老基地布局，积

极引入第三方组织，打造总量足、

素质高的护理员队伍。要增效，进

一步加强监管、提升效能，更多运

用信息化、数字化管理手段，主动

将监管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晨报记者 潘文

据市卫健委消息，根据国家和

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上海

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黄浦院

区）已完成相关人员及环境筛查工

作 ，于昨天上午 9 时 ，结束闭环管

理。 截至目前，本轮疫情中涉及闭

环管理的医疗机构已经全部结束

闭环管理，全面恢复门急诊医疗服

务。

在近期上海多家医院闭环管理

期间，在广大市民群众积极配合下，

各家医疗机构充分利用互联网医院

等形式，坚持医疗服务“不断线”，努

力为群众提供医疗保障。

本市医疗机构将持续做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措施， 配足医

护力量，全力做好诊疗服务，有效满

足群众的看病就医需求。

从昨日零时起， 上海公立医疗

机构开展的核酸单样本检测价格由

60 元下调至 40 元， 进一步减轻群

众费用负担。目前，医院核酸检测点

排队的人还多吗？多久可以出报告？

本轮疫情中部分医院加开的 24 小

时核酸检测服务会继续吗？昨日，记

者走访沪上部分医院。

上午 10 点多，上海市第十人

民医院核酸检测点的一个核酸采样

取管处窗口前有近 20 人在排队等

候，队伍前进速度较快。一旁有工作

人员在不停地指导市民通过手机预

约挂号，同时告诉排队的市民“隔

壁六号窗口也可以采样”。

记者在现场看到，六号窗口为

核酸采样取管处，在手机上提前完

成预约缴费后，无需排队即可取管

等候采样。不少市民在手上预约缴

费时发现，核酸检测费用降了，“现

在需要做核酸的情况挺多的，费用

降低太好了。”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29 日上午截止到十

点半左右，已有 800 余人来我院进

行了核酸检测，人数预计和周末两

天基本持平，2000 人左右，比往常

平日检测人数稍微多一些。近期最

多的一天是 11 月 26 日，检测人数

超过 3500 人，我们有相应的人员

配备，等候时间并没有延长，市民

基本还是能网络提前预约，随到随

测。”

记者从华山医院总院了解到，

昨天上午前往该院进行核酸检测的

人数相比前几天也有所回落，共检

测 808人。

相比上周五，昨天来华山医院

总院进行核酸检测的人数有所下

降。在 11 时至 11 时半的半小时

内，有近一半时间基本上可以随到

随测，无需排队。

不仅队伍短了、费用降了，不少

市民还表示现在出报告时间更快

了。近日，市民张女士因为会议要求

提供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于是提前一天去医院进行了核

酸检测，原本以为第二天才能拿到

报告，没想到几个小时后就在健康

云上查到了报告，“我是上午 10 点

采样的，下午两三点就在线上查到

了报告，速度很快。”

现在进行核酸检测，多久可以

取报告？据华山医院介绍，标本量增

加，检验部门增派人手，加班加点，

目前确保出报告时间≤6小时。

在本轮疫情中，上海多家医院

暂停门急诊医疗服务。为满足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需求，部分医院“加

开”24小时核酸检测服务。本轮疫

情进入尾声，这些 24 小时核酸检

测服务还会继续吗？

据华山医院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为了方便老百姓对核酸检测

服务的可及性，总院将一直提供 24

小时核酸检测服务。建议市民错峰、

通过互联网医院（手机端）预约来

院，快速、便捷、高效，直接手机开

单、付费，来院直接到检，‘最多跑

一次’医院。”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介绍，在

前一段进博会期间，医院已经开通

了 24 小时核酸检测，这个政策没

有变化，如果市民有需要可以 24

小时前来进行核酸检测。市民可在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微信公众

号或支付宝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

院”生活号、健康云、随申办在线查

询核酸检测报告。

晨报讯 市委书记李强昨天

下午在调研传统优秀老建筑保护

工作时指出，保护好历史建筑、历

史风貌，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文

脉和历史价值。要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

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

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

市中的老建筑，以科学态度、绣花

功夫做好保护利用的大文章，在保

护中更新、在更新中更好保护，做

到处处见历史、处处显文化，更好

塑造城市软实力的神韵魅力，更好

彰显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

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位于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的

今潮 8 弄由典型的新式石库门

里弄住宅组成，其中数十栋老建

筑始建于百年前。近年来遵循原

址修复、修旧如旧原则，在注重保

护历史建筑基础上，进一步引入

文化文艺元素活化利用。李强现

场察看项目规划建设和城市更新

进展。李强说，老建筑、老街区是

城市记忆的物质留存，是人民群

众的乡愁见证，是城市内涵、品

质、特色的重要标志，具有不可再

生的宝贵价值。要进一步增强历

史建筑、历史街区保护工作的紧

迫感和责任感。

正在建设中的世界技能博物

馆位于杨浦滨江，计划明年建成，

将应用最新技术，创新展陈方式，

全方位展示世界技能事业发展历

史和未来。李强在建设现场听取

永安栈房历史概况和博物馆修缮

建设、展陈方案汇报，叮嘱负责同

志要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精

益求精规划建设，以工业遗产活

化利用的理念让历史建筑实现永

续传承，更好把上海的工业历史

记忆融入展馆建设展陈之中，讲

好中国和上海技能事业发展的故

事，打造人人能参与、人人能体验

的惊艳之作。

始建于 1911 年的杨树浦发

电厂是世界上最早的发电厂之一，

有着“中国电力工业摇篮”美誉。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和节能减排政

策要求，杨树浦发电厂于 2010年

底关停后开启转型发展之路，将充

分利用现有工业遗存以及杨浦滨

江地域优势，采用老建筑保护与新

建、改建相结合方式，打造集工业

文化、红色文化、海派文化于一体

的地标性新名片。李强一路沿着杨

浦滨江来到杨树浦发电厂，察看

1924 年建成的发电厂电气控制

室，走进陈列室听取发电厂历史以

及后续开发利用规划情况汇报。李

强指出，每一处建筑都要很好研

究、很好设计，打好活化利用、功能

提升、环境营造的组合拳，多层次、

全方位、持续性挖掘其历史故事、

文化价值、精神内涵，推动历史建

筑保护与历史文脉延续、城市功能

提升更加相得益彰，真正使百年

工业遗存焕发新的活力，打造城

市更新和滨江工业遗存保护利用

的标杆。

市领导诸葛宇杰、彭沉雷、汤

志平参加相关调研。

上海本轮疫情涉及闭环管理医院全面恢复门急诊

核酸检测降费不排队
24小时检测服务延续

●

喜字、气球、红毯……医院与婚礼现场隔屏互动

闭环的医院里，特别的婚礼让她没有遗憾
记者 潘 文

晨报讯 11 月 28 日，对上海中

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9 病区护

士周全来说，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日

子。这天，原本是她期盼已久的婚礼

日，但因为医院闭环管理，她无法前

往现场。也是在这天，一场连接医院

与婚礼现场的“云婚礼”让她没有

遗憾……

28 日是周全的婚礼日，但突如

其来的闭环管理让她无法前往现

场。医院得知消息后，决定通过医院

与婚礼现场视频连线，为她举办一

场“云婚礼”，“周全是曙光的女

儿，只要有可能实现的，所有曙光人

都愿意为她全力以赴，为她把一切

安排周全！”

张贴喜字，布置气球、红毯、灯

光……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一切

很快准备就绪。这一刻，周全是当

之无愧的“白衣天使”，也是所有

医护人员始终坚守在抗疫第一线

的缩影。

李强调研传统优秀老建筑保护工作

像对待“老人”一样
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

龚正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为科学家创造更加友好的创新环境

晨报讯 昨天下午，本市召

开全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会议暨

第 33 届宪法宣传周启动仪式。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委依法

治市委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组长周

慧琳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市召开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会议

曙光医院为护士周全举办了一场温馨的“云婚礼” /医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