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长宁区虹桥街道 “虹
Space·党建之家”在外观、设计
和功能上别具巧思，令服务对象
对“红色空间”产生亲密感

“红色空间”巧思设计让人倍感亲切

“虹 Space·党建之家”像是被折叠在了

古北开发区的商务楼宇之间。 从金珠路上

不太显眼的路口拐进去， 两排绿竹通往党

建之家正门。 小楼高两层半，总面积 835 平

方米，有一种精巧的折叠感。 常有公司来此

开会或培训， 甚至还有知名外企借此召开

董事长级别的商务会议。

新年第一个工作日 ， 中午 12 点 ，虹

Space 开始热闹起来了：东银中心上班的两

位白领，抱着尤克里里和乐谱坐进大堂，趁

午休时间练琴；二楼隔层的书吧内，有人在

翻“白领思政会”区域的读物；在三楼舞蹈

室，爵士舞老师正喊着节拍领舞……

长宁区虹桥街道的这个党建服务站点

投用刚满半年， 已经成功融入周边商务生

态。 做过两新党建、楼宇党建的都知道，午

饭和晚饭后的一小时是白领最有条件善加

利用的时段。 虹 Space 把上午、下午的“肉

段”时间给填满了，这两个时段几乎总有企

业来借用场地，不只办活动、做培训 ，还有

不少正儿八经开工作会议的。

能不能与服务对象达成 “共生 ”关系 ，

是判断党建服务站运行水准的重要标准 。

在外观、设计和功能上令服务对象对“红色

空间”产生亲密感，是近年基层党建不约而

同的努力。 虹 Space 就在设计上别具巧思。

这里看上去更像个创业空间， 整体基调是

“黑白灰工业风”，装帧极简但功能多元，空

间几乎都是敞开式的， 每个楼层都有折叠

隔断设计。 需要开会时，折叠门拉起来就是

会议间。 在隔层通往三层的楼梯底部，方寸

之地不仅有个储藏室， 还设有心理咨询空

间，隔断屏风一挡，就是独立场所。

虹 Space 请了专业团队帮忙设计———

事实上， 借助专业力量进行设计也是沪上

党建服务空间的发展趋势。 虹桥街道社区

党建办副主任梁颖燕告诉记者， 设计公司

的强项在于“时尚感 ”，弱点是不太懂得怎

样呈现党建服务点的特点———“既要把党

建元素用理想的视觉语言呈现出来， 又不

能破坏整体风格，所以动了不少脑筋。 在风

格和审美上，设计公司为主；在内容上 ，我

们自己创新、自己把关。 ”

虹桥街道

■本报首席记者 钱蓓

■ 恒隆广场所在地曾是中
共中央秘书处旧址， 如今位于
六楼的党建服务站不但颜值高，

而且还吸引着外企纷纷支持党
建工作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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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成了“月亿楼”的红色生产力

恒隆广场， 南京西路沿线最早的 “月

亿楼”。 这栋 “生产力” 无限的大楼， 将

其二期六楼一处 300 多平方米的 “最佳景

观位 ” 留给了楼宇内的 “党建服务站 ”。

昨天是 2019 年首个工作日， 六楼 “党建

服务站” 内迎来送往异常繁忙： 有楼宇内

企业党组织早早过来预定新一年党建活动

场地的； 有带着手账来认领对接区域化党

建项目的……

党建是这幢楼的 “红色生产力”。 经

过十多年发展 ， 楼宇党建在这里不断迭

代 ， 如今更依靠新潮又贴心的服务 “圈

粉” 无数， 深嵌入人们的工作及日常。 这

300 多平方米的党建服务站， 既是基层党

组织开展组织生活的主要阵地， 也是楼宇

内组织技能培训、 公益交友的活动中心，

更是企业和白领咨询企业政策、 社区事务

的服务站点。

少有人知， 恒隆广场所在地在距今九

十一年前的 1928 年， 曾是中共中央秘书

处设立与运作机关的旧址。 如今， 在这个

拥有红色基因的地方， 摩天高楼不仅成为

城市商业和时尚地标， 更是楼宇党建的试

验田。

与很多外企集聚的商务楼宇一样， 恒

隆广场党建工作起步也经历过波折 ,但经

过党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恒隆广场的业

主、 租户和物业公司等对党建有了新的认

识， 楼宇里第一次有了党建服务站。

进入楼宇的党群工作者一方面登门

拜访企业、 “推送” 服务资源， 同时， 针

对白领党员年纪轻、 学历高、 兴趣多、 思

路活的特点， 开展各类主题教育、 文化联

谊等活动。 很快地， 党小组、 联合党支部

慢慢渗透楼内企业 ， 完成了党组织全覆

盖。 如今， 党建这一 “红色生产力” 在商

务楼宇内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 党建

服务站也从物业办公室搬到了恒隆广场二

期六层， 有了独立的 309 平方米空间， 并

在设计师和党群工作者手中成为了高颜

值、 多功能的存在。 在此基础上， 南京西

路街道党工委已经在恒隆广场原有 13 个

“两新” 党组织基础上建立恒隆广场联合

党委 ， 同步成立 “白领驿家 ” 楼宇党建

服务站和恒隆广场商圈党建联席会议 。

党建服务站从白领需求出发 ， 制定了区

域内企业 、 党员和群众的需求清单 ， 也

列出了政府、 驻区单位、 非公企业、 社会

机构的资源清单。

令党群工作者们欣慰的是， 楼宇党建

的引领作用已经开始发挥———“强起来 ”

的党建开始成为不少企业的主动追求。 恒

隆广场联合党委委员、 恒邦财务部副经理

戚卫红感触颇深： 楼宇党建过程中挖掘、

涌现出一大批党员生力军， 他们通常也是

各家企业的主心骨， 有责任、 敢担当、 善

创新的党员先锋特质， 成了推动各家企业

发展的 “硬实力”。 就在广大党员依靠实

实在在的作为得到企业认可的过程中， 中

国共产党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

旨也渐渐得到了更多企业的认同。

一些外企开始主动支持企业内部的党

建工作。 前不久， 外资企业玫琳凯和毕马

威主动在楼内发起联组学习， 畅谈新时代

外企党建工作的创新发展， 得到企业主的

认可和点赞 。 毕马威还积极认领了 2019

年区域化党建的活动项目。

聚焦 2019首个工作日·基层党建

恒隆广场

■ 在寸土寸金的“中国第一
高楼”， 建设党建服务站并不是
靠行政指令， 而是企业自发支
持，由企业出场地，整合社会资
源，提供有效服务

■本报记者 唐玮婕

这里俨然成了年轻党员们的“家”

在“中国第一高楼 ”上海中心大厦 ，从

22 层落地窗向外望去， 黄浦江两岸风光尽

收眼底。 在这样一处人气极高的空间，陆家

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建立了楼宇党建阵

地———“陆家嘴金融城党建服务中心 ”。

2019 年第一个工作日， 这个党建服务中心

一早就开始运转起来， 迎接在陆家嘴金融

城工作的众多白领。

“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聚在一起举办

主题党日，支部的党员们共同学习、共同进

步， 平日里还能参与名人讲座等丰富多彩

的活动。 ”上海中心大厦国华人寿第二党支

部书记陈静瑶告诉记者， 陆家嘴金融城党

建服务中心俨然成了年轻党员们的 “家”，

随时都有人会进来坐一坐。

整个陆家嘴金融城集聚着 5500 余家

金融机构，多数是民营和外资企业。 针对辖

区内党员年纪轻、学历高、流动性大 、需求

多元等特点，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

从 2014 年开始在金融城各幢楼宇设立党

建服务站，为党员量身订制活动和服务。

上海自贸试验区陆家嘴管理局党组书

记、局长张宇祥表示，陆家嘴金融城党建服

务中心通过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 让党

员群众都喜欢来这里， 今年的活动日程表

已经排得满满当当 ，“我们的工作有吸引

力、有正能量，就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向党组

织靠拢。 ”如今，10 个片区党建服务中心和

30 个楼宇党建服务站， 覆盖了 284 个基层

党组织、9100 余名党员。

陆家嘴金融城的特点在于开放性 ，这

里的党建活动也有开放思维。 在寸土寸金

之地建设党建服务站，并不是靠行政指令，

而是企业自发支持，由企业出场地，整合社

会资源，为党员和企业员工提供有效服务。

“党建服务微信号专设需求一栏，大家的需

求通过这个端口反映上去， 很快就能得到

反馈。 ”陈静瑶说。

2019 年，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

将在“两新”组织党建方面继续创新探索 ，

以“参与”为导向的活动机制 ，进一步丰富

“有趣、有益和有活力”的活动；在推出需求

清单、资源清单和项目清单“三张清单 ”的

基础上，推出亲子工作室、爱心暑托班 、定

制公交线、早餐工程、云医院等项目。

上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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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卫视的跨年晚会总是社交

媒体的热议话题，跑调、假唱、设备

故障都逃不过观众和网友的评价。

2019 年伊始，来自观众的“挑剔”更

进一步：某卫视赢得跨年晚会“收视

率冠军”是否由数据造假得来，成为

新年的网络话题之一。 值得思考的

是，涉事卫视发表了声明，反驳网上

揣测。 但目前看来，澄清效果甚微，网

友相信收视有猫腻的比例，似乎远大

于相信“这是一场误会”的。

业界人士认为， 此前长期的数

据造假问题已严重影响了行业公信

力，即便偶尔出现意外，也会被观众

误解成造假新手段。 中国影视界的

信任危机， 已成为数据打假路上的

一道坎，也是整个行业亟需正视的一

大难题。

影视界重塑公信力需
全行业长久努力

从 2018 年 12 月 30 日起 ，浙

江、东方、北京、湖南、江苏等多家卫

视的跨年晚会先后播出。 1 月 1 日

52 城收视统计公布，先是某家卫视

官宣好消息， 称自家拿下了跨年晚

会的收视率第一。随后，另一家卫视

主持人在微博上晒出多个渠道的数

据， 暗示谁才是货真价实的收视冠

军。 同时，不少网友表示，他们遭遇

了“强制换台”等不可思议的操作，

需重启机顶盒才能调到原本观看的

频道，矛头直指某卫视。 当晚，涉事

卫视发布声明驳斥网上指责， 并称

出现“插屏”“换台”等情况，是由网

络视频版权方的推广行为造成的，

并非数据造假， 更不会影响电视收

视率的走向。

收视率本是业内心之所系，但

这次网上舆情发生， 大有把业内事

扩大为“网民事”的趋势。 中国电视

剧制作产业协会会长尤小刚认为，

当前， 观众看电视节目的方式呈现

多样化趋势。大家不仅用电视机看，

还用手机、电脑看；不仅通过地面广

播电视系统看，还通过有线电视、卫

星电视、IPTV、 网络电视等多渠道

看；不仅固定时间固定地点看，还在
移动的时间和空间看；不仅实时看，还能点播、回看等。因而

很难用单一数据证明收视或者点播量多寡，更非外行简单

几句话就能说清道明的。 “网民变得草木皆兵甚至捕风捉

影 ，好像一有异动就是收视率造假 ，这只能说明 ，此前被

爆出的造假行为大大损害了行业公信力。 ”

向假数据宣战多年的编剧汪海林也无限感慨：“十年

前，我为收视率投支持票，因为那是个相对客观的指数，而

且全世界影视行业都采用这样的统计方式。但现在，本应最

客观的数据已演变成了可以不客观的参考值。 ”在他看来，

影视行业重振信心，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信誉问题，“它关乎

真实性。 就跟食品保质期、跟我们的时间标准一样，是呈现一

件事物最本质的功能指标。 如果连客观的数值都失去了客观

立场与意义，遑论其他。 ”

偷换概念的背后直指“唯收视率”痼疾

“跨年夜收视疑云” 迅速在网上发酵：52 城、70 城、酷

云、全国网、全国网城域等，哪个渠道的统计值得取信？ 20

点到 22 点时段、零点钟声敲响时段、×××登场时段，哪个时

段的数据最具权威性？ 当几家卫视用五花八门的定语来粉

饰自家成绩单时，观众该相信谁？ 其中谁是“水军”，又有谁

在泼脏水？ 一时间，围绕跨年晚会的收视情况，网络舆论一

地鸡毛。

为什么一场晚会能激起网上巨大关注， 为什么几家卫

视挖空心思去玩“文字游戏”偷换概念？专家指出，采用不同

渠道数据，将一台节目切割为若干时段，或用某些“野榜”关

注指数来佐证， 总之怎么于己有利就怎么说———业界见怪

不怪、网友眼中“皇帝新衣”的现象背后，实为多年难祛的

“唯收视率”痼疾在作祟。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胡智锋说得谨慎：

“这一次是否造假有待查证，需要进一步证据。 但之前确有

造假情况发生，而玩‘文字游戏’偷换概念更是由来已久，这

些都助推民间的不信任情绪。 ”

尤小刚则坦言：“收视率造假、收视率虚张声势的问题多

年未解，甚至变成资本生产链，主要原因就是利益驱使。 广告

收入是电视台的主要来源，而收视率是广告商投放广告的主

要依据。 当收视率数据常常与可观的广告收入画等号，电视

台或者节目出品方常常被迫买卖，动辄花费千万元。 ”

“虹 Space·党建之家”为区域楼宇内的党员、白领们提供了活动场地和丰

富多彩的兴趣课。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重大宣示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重申将继续率先同台湾同胞分

享大陆发展机遇，为台胞台企提供同等待遇，让大家有更多

获得感。 “亲望亲好，中国人要帮中国人”，总书记在讲话中

提出两岸应通尽通的主张， 充分体现了对台湾现实情况和

社情民意的深入了解和对广大台湾同胞的关心关怀， 其言

也恳，其情也切。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宣示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

外来干涉的严正立场，重申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 “统一是历史大势，

是正道。 ‘台独’是历史逆流，是绝路。 ”“我们愿意为和平统

一创造广阔空间，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

下任何空间。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因为以和平方式实现统

一， 对两岸同胞和全民族最有利。 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

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

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同

胞。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台独”势力划出了不可逾越的

红线，形成强大震慑。

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

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我们坚信，在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引下，两岸同胞和衷共济、共同

奋斗，就一定能够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好未来，就一定

能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载 1 月 3 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 1 月 2 日电）

患者对社区医疗服务最满意
2018 年上海市公立医疗机构满意度调查结果出炉

老百姓对哪些医院最满意， 对哪些医疗

环节最满意， 又对哪些环节还不甚满意？ 昨

天， “2018 年上海市公立医疗机构病人满

意度调查” 结果出炉： 社区卫生服务得分最

高， 老百姓对医生耐心回答疑问、 考虑患者

感受比较满意， 同时对洗手间卫生与住院伙

食的满意度提升明显。

本次调查在上海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和支

持下 ， 由上海医药卫生行风建设促进会主

导、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共同开展。 这是

本市第六年开展满意度调查， 共涉及 96 所

公立医疗机构， 有效问卷共计 18085 份， 包

括门诊病人、 住院病人。

社区医疗服务斩获“双冠王”

调查显示， 2018 年上海市公立医疗机

构门诊和住院病人的满意度和满意率总体较

高， 门诊和住院病人的总体满意度评分分别

为 4.57 分和 4.84 分 （满分为 5 分 ）， 高于

2017 年 （分别为 4.52 分和 4.80 分）。

在门诊病人总体满意率上， 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最高 （95.74%）， 二级医院、 三级综

合性医院 、 三级专科医院分别为 91.18%、

87.48%和 87.52%。 在住院病人总体满意率

上，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 98.50%， 二级医

院为 97.37%，三级综合性医院为 96.99%，三

级专科医院为 96.47%，满意率差异不明显。

调查课题组专家组组长、 复旦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教授薛迪分析， 社区医疗服务斩获

“双冠王”， 这既得益于上海多年力推的社区

卫生综合改革、 家庭医生制度等一系列政策

利好， 也与医患间的良好互动相关。

住院伙食等满意度改善

与 2013 年首次满意度调查相比， 2018

年门诊病人对医生主动提问、 仔细检查、 解

答病人疑问、 决定诊疗方案时考虑病人意见

与状况， 对门诊注射室护士服务有礼貌、 操

作熟练且注意保护病人隐私等的满意率， 均

提高了 3 个百分点以上。

住院病人对进入病区时， 护士能主动接

待以及对医院收费项目有醒目公示、 收费账

目清晰的满意率 ， 分别提高了 3.22 和 3.58

个百分点。

此外，调查显示，门诊洗手间卫生与住院

伙食的满意度明显改善。 其中， 门诊病人对

“门诊区域洗手间清洁卫生、无异味”的满意

率 （83.77% ）比 2017 年 （80.64% ）有明显提

高； 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住院病人

在 “我对医院伙食满意” 项目上， 满意率从

2017 年的 75.00%和 79.34%，提升至 2018 年

的 81.87%和 88.89%；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住

院病人对“病区营养餐供应合理”的满意率也

从 2017 年的 86.52% ， 提升至 2018 年的

96.91%。

上海市公立医疗机构满意率的提升与全

市卫生系统以问题为导向促进公立医疗机构

优化服务流程，改善服务细节，开展“放心食

堂”达标建设、整治卫生间等环节“顽疾”有关。

努力构建更有序的就医环境

与往年类似， 调查也提出了今后需努力

的方向。 比如， 2018 年三级综合性医院和

三级专科医院门诊病人在医院逗留时间等于

或 大 于 2 小 时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59.62%和

65.45%， 高于 2017 年 （56.72%和 60.25%）；

在医院逗留时间等于或大于 4 小时的比例分

别 为 12.72% 和 17.84% ， 高 于 2017 年

（10.40%和 12.94%）。

另外 ， 2018 年三级医院门诊医生初诊

时间的平均值为 4.76 分钟， 中位数为 4 分

钟， 少于 2017 年 （平均值为 6.71 分钟， 中

位数为 5 分钟）。 这意味着， 三级医院每天

面对着超大门诊人流， 患者等候时间还比较

长。 薛迪表示， 这一方面凸显了三级医院门

诊医疗服务的压力， 同时也提醒患者， 应合

理选择就诊机构。

此外调查还发现 ， 2018 年门诊病人预

约率为 30.18%， 与 2017 年 （29.88%） 相差

无几。 被调查病人的主要预约方式为现场预

约 （34.81%）、 微信/支付宝 /App 等移动端

预约 （32.67%） 和互联网预约 （17.63%），

其他还包括电话 /短信预约 （6.19%）、 家庭

医生预约 （1.55%）、 诊间预约 （7.06%） 和

其他方式 （如病房预约等 ） （0.08%）。 门

诊病人对 “医院提供多渠道的预约方式” 的

满意率达到 89.67%。

上海医药卫生行风建设促进会会长刘国

华表示， 病人满意度测评结果将成为公立医

疗机构绩效考核的内容之一， 并继续为改善

医疗服务提供决策依据。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