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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 ， 牢牢抓

住领导干部这个 “关键少

数”， 推出创新举措， 从领导

干部管好自己家人开始———

2015 年 2 月 27 日 ， 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 《上海市开展

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 、

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

理工作的意见》， 明确这项工

作在上海试点。 上海勇挑重

担， 在全国率先规范领导干

部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经商

办企业行为， 截至目前 ， 上

海共甄别出 228 名领导干部

需要规范。

2015 年 5 月 1 日， 上海

出台 《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

领导干部配偶、 子女及其配

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

（试行）》， 集中规范了全市党

政机关、 人民团体、 依法受

权行使行政权力事业单位的

市管领导干部亲属和国有企

业的市管领导人员亲属经商

办企业行为。 在整体制度设

计上， 坚持 “重要干部重点

管理” 原则， 根据领导干部

职权管辖范围和职务影响程

度分层分类进行限定 ， 特别

对省部级领导干部、 正局职

领导干部、 公权力比较集中

的市公检法领导班子成员明

确提出更严格规范。

《规定 》 明确省部级领

导干部配偶不得经商办企业，

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本市

经商办企业； 明确正局职领

导干部和公权力比较集中的

市公检法领导班子成员 ， 其

配偶不得经商办企业 ， 其子

女及其配偶不得在领导干部

管辖的地区或业务范围内经

商办企业； 明确国企中的市

管正职配偶不得经商办企业，

市管副职的配偶、 子女及其

配偶不得在领导人员任职企

业及关联企业的业务范围内

经商办企业。

《规定 》 在制度设计上

体现 “级别越高、 位置越重

要、 权力越大， 管理规定越

严” 的原则， 落实从严管党

治党， 严格防范领导干部家

属经商办企业， 防范领导干

部一家两制， 从制度上堵住

贪腐的 “蚁穴”。

2015 年 5 月中旬起， 全

市列入规范范围的 264 家单

位的 1802 名领导干部就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

情况作了专项申报。 经相关部门核实， 共甄别出 182 名领

导干部需要规范。 2016 年 3 月至 7 月， 上海进一步全覆

盖抽查了全市市管高校、 医院、 科研院所等不属于依法行

使行政权力事业单位以及部分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

的市管干部， 共甄别出 46 名领导干部需要规范。

在申报、 核实、 甄别的基础上， 上海明确规范环节的

具体流程， 将规范环节细化为领导干部个人作出选择， 组

织启动工作程序， 本人岗位调整或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完

成退出手续等步骤。

值得关注的是， 《规定》 除了细化完善领导干部亲属

经商办企业的具体规定， 还致力于通过加强制度规范， 建

立长效机制， 以 “严” 的标准和 “实” 的措施， 形成一套

可执行、 可操作、 可检查、 可追责的制度体系， 使制度真

正落得了地， 增强操作性。

此外，上海提出“四个常态长效”强化日常监管，抓出制

度的长久生命力：一是提任把关常态长效，明确在今后干部

工作中实行职位限入和提拔限制；二是申报核查常态长效，

对填报亲属无经商办企业情况的领导干部，按每年 20%的

比例抽查；三是后续监督常态长效，发现存在利益输送等违

规行为或“明退暗不退”情况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四是严

格执纪常态长效，真正让规矩发力、使铁令生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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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空中120”急救体系雏形已现
后滩设立空中救援全国呼叫中心，未来将着力培养航空医生、护士和专业医疗直升机从业者

本报讯 （记者李静 ） 10 时 30 分 ，

金山区亭卫公路某路段发生多车连撞

“事故”， 金山交警和 120 急救人员迅速

到场施救， 并联系直升机救援 ； 10 时

38 分， 一架医疗直升机降落在附近空

地； 10 时 40 分， 急救人员和航空医生

等将 “伤员” 抬上机； 10 时 44 分， 直

升机起飞， “伤员” 在空中接受短暂救

治监护； 10 时 50 分， 直升机降落金山

医院， “伤员” 交接给医院……环环紧

扣 ， 仿佛 “大片 ” 节奏———这是复旦

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 上海金汇通用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人保财险上海

市分公司等单位 “空地联合 ” 演练航

空医疗救援的紧张情形 。

昨天， 金山医院与上海金汇通航公

司签署合作协议， 并举行首场空地急救

演练， 宣布共建金山区航空医疗急救体

系， 提高区域应对突发医疗事件的救援

能力和反应速度。 至此， 上海航空医疗

急救体系 “空中 120” 网 络 雏 形 已

现———本市中心城区以及松江、 崇明、

奉贤、 金山等郊区的数家知名医院， 以

及上海市应急联动中心、 120 急救中心

等多方积极参与建设上海航空医疗急救

体系， 合力提升城市应急救援和服务保

障能级。

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的 《突发紧

急医学救援 “十三五 ” 规划 （2016-

2020）》 指出， “十三五” 时期， 我国

将重点建设国家航空医学救援基地， 依

托现有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和通航企业等

建立空地一体的应急救援体系。 目前，

上海正在探索航空医疗救援指挥和管理

体系， 并积极培养航空医疗救援工作队

伍， 包括航空医生和护士、 专业医疗直

升机从业者等， 打造立体化的卫生应急

救援网络。

金山区卫生计生委负责人介绍， 作

为上海西南门户， 金山区位于长三角南

翼 ， 区内有化学工业区及多条高速公

路； 航空医疗救援纳入区域应急救援体

系后， 将发挥直升机快速灵活的特点，

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克服地理空间限制，

及时转运伤员开展抢救， 为抢救急危重

症患者争取 “黄金时间”， 极大地补充

地面急救力量。 金山医院负责人透露 ，

将对医务人员开展专业化的空中医疗

急救培训 ， 制定航空应急救援预案 ，

大力建设金山区空地联动快速救援体

系 ， 为生命保驾续航 。

据介绍， 航空医疗救援企业上海金

汇通航公司 2015 年开始深耕直升机医

疗救援领域。 在上海， 金汇通航已与上

海市应急联动中心、 120 急救中心、 瑞

金医院、 东方医院南院、 市一医院松江

院区、 奉贤区中心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崇明分院等医院和

相关单位合作 ， 构筑航空医疗急救网

络， 服务于上海市民和长三角民众的就

医需求。

目前， 上海后滩已经设立了空中救

援全国呼叫中心， 在市一医院松江分院

南部、 龙华机场、 瑞金医院建有三个空

中救援起降基地； 在沪常驻四架配备除

颤监护仪、 呼吸机、 注射泵、 吸引器等

专业急救设备的医疗飞机， 其中两架为

直升机。

业内人士透露， 目前空中急救及转

院费用还很昂贵， 成为 “空中 120” 推

广的瓶颈之一。 为降低航空急救费用，

金汇与中国人保财险等保险公司合作，

设计专门的航空医疗救护保险产品， 或

在保险产品中附赠航空医疗救护险， 全

国已有 100 多名人保财险客户免费申

请、 使用过空中医疗急救服务； 金汇会

员每次空中急救费用可低至 1 元钱。

右图： 昨天，多家单位“空地联合”

演练航空医疗救援。 本报记者 李静摄

ｗww．whb．ｃｎ

２０18 年 7 月 18 日 星期三 5首席编辑/单莹

本报陕西记者站 西安市曲江池南路 286号 5栋 1201室
电话（０２９）89860038

本报地址： 上海市威海路 ７５５号 邮编： ２０００４１ 电子信箱：ｗｈｂ＠whb．ｃｎ

电话总机： （０２１）22899999 传真： （０２１）５２９２０００１（白天）

发行专线电话： （０２１）62470350

广告专线电话： （０２１）６２894223

定价每月 30 元 零售 1．0０ 元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本报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 ６号 ８门 ７层 电话（０１０）６７１８１５５１

本报江苏办事处 南京市龙蟠路盛世华庭 Ｂ７幢 电话（０２５）８５４３０８２１

本报浙江记者站 杭州市庆春路 １８２号 ７楼 电话（０５７１）８７２２１６９６

本报湖北记者站 武汉市长江日报路２８ 号２３ 楼 Ｅ2室 电话（０２７）８５６１９４９６

红色文化熏染涵养城区的独特气质
黄浦区：到2020年基本建成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核心引领区，打造“开天辟地”红色文化根植地

这是上海兴业路特有的场景：“七一”前

后，人们从全国各地涌来新天地，排长队瞻仰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入夜，同样有人从各方

涌来新天地， 等待欣赏在公共空间轮番上演

的各类高品质文化演出……

回望得到过去，触摸得到当下，展望得到

未来，这正是人们钟情于这片区域的原因。致

力于打造卓越全球城市核心区的黄浦区体察

入微：红色资源、红色文化是这里最宝贵的精

神财富，是凝聚人心、激励向上最强大的精神

动力，也是垫实城区文化、品格、气质的根系

所在。

黄浦区近日制定颁布 《全力打响 “上海

文化 ” 品牌三年行动计划 》 明确提出 ：到

2020 年基本建成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核心

引领区 ， 发挥得天独厚的历史文脉和独一

无二的资源集聚优势 ，全力以赴打造 “开天

辟地”红色文化根植地。

红色文化， 将熏染、 涵养一个城区的品

格，垫实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根基。

课题研发，红色故事讲出美感

黄浦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所在区，也是

中国共青团的发源地、国歌唱响地、解放上海

第一面红旗也在此升起。 区域内已查明的革

命遗址遗迹 127 处、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30

家，数量居全市第一。

如何让这些红色之源更贴近时代脉

搏 、贴合群众所需 ，把故事讲得生动 、讲出

美感？ 黄浦区明确 ，将以打造 “一大会址纪

念馆 ”周边红色一平方公里为重点 ，打造

红色文化地标 ， 全面梳理排摸区内红色

文化资源 ，制定分类保护方案 。 实现红色

文化全域流动 ， 提升城区红色文化影响

力 、辐射力 。

当下，为迎接建党 100 周年，黄浦区正组

织开展打造党建高地课题调研， 建设好、守

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今年，黄浦

区委组织部推出 “Tell+历史 ”红色党课等项

目 ，通过设计一条红色初心教育路线 、创作

一部红色经典剧目、 拍摄一部红色纪录片、

编印一本红色文化书籍、举办一系列红色情

景党课等， 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

红色故事讲出美感。

透气滨江，红色文化有生动表达

去年底，黄浦江两岸 45 公里滨江岸线贯

通，黄浦区辖内红色资源借此机会串珠成链，

红色文化有了更为艺术的表达。

在淮海—瑞金滨江党建片区联合组织开

展“红色起点、不忘初心———大型实景移动党

课”，以革命纪念地承载的革命事迹和革命精

神为内涵，组织广大党员通过情景体验、角色

扮演、线上答题和线下探索等方式，学习革命

知识、坚定理想信念。

而五里桥街道则整合滨江岸线沿线的江

南造船厂博物馆 、航天功勋船 “远望一号 ”

等爱国主义教育资源 ， 形成 “党性教育彩

带 ”，开展 “骑行中的党课 ”，把红色文化传

播到园区 、工地 、社区 。

黄浦区还依托滨江党课平台， 邀请党的

十九大代表、“两新”党组织书记、滨江建设者

等为区域广大党员开展宣讲， 迄今共举办了

十场，受众超过 5300 人次。

拓展阵地，涵养城区红色气质

目前，黄浦区正设计开发“红色之旅专线

游”“发现之旅 ”等红色旅游精品 ，筹建红色

文化体验中心 ， 成立红色基因传播社会组

织 ，组建红色文化讲师团等 ，并针对不同群

体特点开拓新阵地 ， 让红色文化有效覆盖

不同年龄人群。

针对青少年学生， 团区委坚持每周日上

午在一大会址前举行“国旗下成长”青少年升

国旗暨爱国宣讲主题活动，每年“七一”前夕

在一大会址前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活动， 以强

烈的仪式感、互动感、荣誉感，激发青少年爱

党爱国的热情。

针对年轻党员和党务工作者， 定期举办

“微党课”大赛，以身边人讲身边事，用身边事

育身边人；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将红色遗迹故

事及红色文化“上云端”，定期向游客推送；各

街道也将红色文化纳入微信公众号， 让大家

在“微时间”中接受红色文化熏染……

一群人的信仰最终拓展为一个城区的信

仰，也将成为深深融入城区基底的独特气质。

要闻

近代民族工业旧址变身“面粉博物馆”

普陀区：建设“苏河十八湾”魅力提升工程，2020年基本建成具有国际水准的内河文化景观带

积极投身全力打响 “上海文化” 品牌，

普陀区提出 “苏河十八湾” 魅力提升工程，

要在 2020 年基本建成具有国际水准的 “苏

河十八湾” 文化景观带。 日前， 普陀区对外

发布 “苏河十八湾” 第一湾长寿湾的最新进

展： 新建莫干山路码头， 改造 M50 创意园，

这里将形成 6 公里休闲漫步区域 ， 融合绘

画、 雕塑、 设计等艺术形态与动漫等新型创

意产业， 打造 “活力创意” 商业标签。

据悉， 普陀区将以 “苏河十八湾” 文化

品牌建设为引领， 深度挖掘苏州河沿岸人文

和历史资源， 在每桥每湾建设故事墙， 以苏

州河文化艺术节、 苏州河书房及苏州河文化

课堂为核心， 打响苏州河文化活动品牌。

修旧如旧的面粉厂将以博物
馆形式迎来新生

“古巴比伦空中花园”“城市森林”———

苏州河边的 “天安阳光” 千树项目已经有了

各种外号： 整个建筑像两座山峰， 覆盖着种

类多样、 错落有致的树木和植被， 宛如山林

峭壁的外立面。 从效果图上看， 别具风格的

露台花园， 绿意盎然的河滨步道， 将让市民

置身市中心的世外桃源。

据了解 ， 千树项目分为东 、 西两个地

块， 总建筑面积 30 多万平方米。 其中西地

块为地下 3 层 、 地上 9 层的商业综合体 ，

建筑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 ， 预计明年下半

年对外营业 ； 东地块为地下 3 层 、 地上

19 层的商业 、 酒店 、 办公综合体 ， 总建

筑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 ， 建筑高度 100 米 ，

初步计划 2022 年完工 。 项目建成后 ， 将

成为普陀区苏州河沿岸体量最大的商业办

公综合体 。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一区域内， 当年荣

氏家族阜丰面粉厂的四栋保护建筑都被妥善

保留和修复， 并成为 “千树” 的一部分。 四

栋建筑包含老厂房、 办公楼和小包装面粉仓

库， 建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一派欧洲巴

洛克风格， 具有厚重的历史感。 今后， 这里

将成为面粉博物馆， 讲述中国民族资本开办

的第一家机器面粉厂故事。

莫干山路涂鸦墙将以幕墙形
式重现

说到上海街头的涂鸦， 绕不开莫干山路

M50 创意园区附近那段长长的涂鸦墙———这

段天马行空的墙壁和各色涂鸦人相伴十数

年， 成为上海涂鸦的地标。 随着千树项目的

推进， 这段原有的建筑围墙将成为历史。 作

为涂鸦墙的延续， “千树” 项目设计方将在

沿莫干山路一侧的建筑上邀请艺术家绘上幕

墙， 在目前的设计理念中， 涂鸦艺术也将融

入 “千树” 室内装修风格中。

与 “千树” 一街之隔的 M50 创意园区，

今年也将启动改造工程， 目前方案正在设计

论证过程中。 园区表示， 将通过梳理工业遗

产的历史文化价值， 更新陈旧基础设施， 在

空间合法、 合理、 优化利用的基础上进行遗

产保护。 此外， M50 也将进行业态调整， 秉

承 “打开 ” 的经营理念 ， 进行产业优化升

级， 并增加餐饮配套设施， 逐步打造成历史

文化建筑风貌区。

普陀区规划局表示， 将打通澳门路至莫

干山路的规划道路， 通过架设天桥连接长寿

湾商圈和新客站商圈， 加快对该区域人流的

疏导 。 此外 ， 普陀区还将推进昌化路段旧

改、 锦绣里地块城市更新等项目的推进， 逐

步打造升级后的长寿湾休闲生活区。

长寿路街道办事处主任赵平介绍， 长寿

湾休闲生活区将逐步形成以“活力创意”为标

签的商业特色。 “改造后的 M50 将打破围墙，

与天安阳光无缝连接，集聚绘画、雕塑、设计

等艺术形态与动漫、 创意产业， 充分释放商

业价值和创意活力。”

苏州河边的千树项目中， 建筑物覆盖着种类多样、 错落有致的树木和植被。 （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