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费城首届中国新年音乐会29日在金梅尔表

演艺术中心举行，近百名中美演奏家同台献演。

（上海爱乐乐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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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补22名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
市政协大会举行全体会议 董云虎主持

本报讯 （记者周渊）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

全体会议， 选举政协上海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部分组

成人员。市政协主席董云虎主持会议。

会议通过了选举办法，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

茛 下转第二版

人代会主席团第四次会议举行
殷一璀主持

本报讯 （记者邵珍） 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昨天举

行第四次会议。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主持会议。 市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刘晓云、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吴坚勇作的关于各代表团审议市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市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的情况汇报。 茛 下转第二版

遮蔽历史模糊价值，荧屏宫斗乱炖可休矣
宫斗剧“轰炸式”呈现，让观众渐生疲惫直呼“后宫很乱”

前不久，两部聚焦“乾隆后宫”的宫斗剧

集在荧屏同期轮番播放。 剧集都花大篇幅展

现了阴暗的后宫害人手段， 涉及的人物也高

度重合；只是，两部剧中的正反派设定来了个

大逆转，让电视机前的观众看了有些错乱。

这只是近年宫斗剧混乱历史观的一个

小小缩影。从《金枝欲孽》《甄嬛传》到《如懿

传》《延禧攻略》，宫斗剧呈现出霸屏的架势。

只是与 《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天下粮仓》

等叫好叫座的电视剧相比，这些霸屏宫斗剧

专注于“后宫那些事儿”。主创似乎不在乎家

国大事， 更无暇以史为镜启示当下社会生

活。古代女性在制度森严的后宫中，为博帝

王关注，换取个人利益，相互倾轧的阴险谋

划与狠厉手段成了重头戏。这样的故事让观

众渐生疲惫，不免发出“雍正很忙”“后宫很

乱”“清宫宇宙没完没了”的感叹。

“宫斗剧表面在写历史，但反映的不是历

史的潮流和趋势， 而是历史与人性的阴暗角

落，从历史观与价值观来讲，都是片面、狭隘

的。”在《中国电视》杂志执行主编李跃森看

来，宫斗剧成风伤害的恰是荧屏的历史表达。

资本裹挟之下的宫斗盛行， 反映出某些文化

产品唯收视率、唯流量论成败的所谓务实，忽

视的恰恰是文化产品的核心价值关照。

“轰炸式”推向观众的宫斗“爽
感”，不过是零和博弈的价值迷失

2004年，一部聚焦清宫妃子争宠夺权的

《金枝欲孽》，打破了不少人对历史剧的固定

思维，也开启了宫斗剧的时代。尽管该剧编

剧曾表示， 之所以聚焦女性之间的争斗，是

因为没有本领去写《雍正王朝》这样的历史

正剧，但这“退而求其次”之举催生出影响力

足以比肩历史正剧的新类型。之后，电视剧

《甄嬛传》 曾创下半年内在某家卫视滚动播

放超十遍的纪录，《如懿传》《延禧攻略》则成

了撬动百亿点击的“流量王者”。

同样可观的还有宫斗剧动辄七八十集

的大体量。《甄嬛传》《如懿传》《延禧攻略》的

集数就分别达到了76集、87集与70集， 以每

天更新两集来算，放完一部作品需要超过一

个月的时间。超长播放周期，加深了观众对

角色的亲切感，也为网络话题的发酵留出了

更多空间———播出期间，剧中的情节、对话，

甚至演员的八卦话题，都成为社交媒体热搜

榜上的常客。 茛 下转第十二版

■ 业内人士指出， 资本裹挟之下的宫斗剧成风， 伤害的恰是荧屏的历
史表达， 反映出某些文化产品唯收视率、 唯流量论成败的所谓务实， 恰
恰忽视了文化产品的核心价值关照

■本报记者 张祯希

促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政策落地见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加强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近日，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三级公立医院

绩效考核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

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建立健全基本

医疗卫生制度，加强和完善公立医院管

理，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为人民群

众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要坚持公益

性导向、 属地化管理和信息化支撑，推

动三级公立医院在发展方式上由规模

扩张型转向质量效益型，在管理模式上

由粗放的行政化管理转向全方位的绩

效管理，促进收入分配更科学、更公平，

实现效率提高和质量提升，促进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政策落地见效。

《意见》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考核指

标和建设支撑体系的工作任务。三级公

立医院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由医疗质量、

运营效率、持续发展、满意度评价等4个

方面的55项指标构成。国家制定《三级公

立医院绩效考核指标》供各地使用，同时

确定部分指标作为国家监测指标。 各地

可以结合实际，适当补充部分指标。为支

撑绩效考核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推行

疾病分类编码、手术操作编码、医学名词

术语集和病案首页全国“四统一”，建立绩

效考核信息系统。 茛 下转第十二版

聚焦四大“战略支撑”做好凝聚共识工作
李强应勇尹弘应邀出席 董云虎主持

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胜利闭幕

本报讯 （记者周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上海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圆满完

成各项议程 ，1月30日上午在世博中心胜利

闭幕 。

市政协主席董云虎主持闭幕会议。市政协

副主席方惠萍、赵雯、周汉民、王志雄、张恩迪、

李逸平、徐逸波、金兴明、黄震，秘书长贝晓曦

及市政协常委在主席台就座。

市委书记李强，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市

委副书记尹弘应邀出席。

会上，新当选的22位市政协常委在热烈的

掌声中与全体委员见面， 并在主席台就座。会

议通过了政协上海市第十三届委员会提案委

员会关于十三届二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

告；通过了政协上海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决议。

董云虎在闭幕词中说，在中共上海市委领

导下，经过全体委员共同努力，大会圆满完成

各项议程， 充分展示了政协委员心系发展、情

牵民生的担当作为，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的生机活力，充分体现了专门协商机构的

独特作用，是一次统一思想、凝心聚力、团结鼓

劲、求实奋进的大会。

董云虎说，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

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我们要在中共上海市委

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全市工作大局，全面履

职尽责， 以不平凡的作为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要坚守共识和初心，始终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

全面领导，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作为思想上的定盘星、行动上的指南针贯

穿履职全过程，不断增强政协作为政治共同体

的政治功能。要聚焦上海未来发展的四大“战

略支撑”，着力提高建言资政水平，在落实重大

任务、推进国家战略、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上彰显新作为。 要围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着

力做好凝聚共识工作，切实发挥统一战线组织

功能作用，把各界群众的智慧力量凝聚到共克

时艰、推动发展上来。要锚定新方位新使命，推

动全市政协工作在新时代“重整行装再出发”，

切实加强政协理论、制度、实践创新，为推动人

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发挥好专门协

商机构作用作出上海应有的贡献。

董云虎最后说，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

上海市委坚强领导下，乘着改革开放再出发的

强劲东风，顺应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大潮，勇立

潮头，破浪前进，在人民政协的宽广舞台上演

绎精彩故事，续写人生华章，为上海加快建设

“五个中心” 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际大都市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尹弘在闭幕会议上讲话，祝贺大会圆满成

功。他说，过去一年，市政协坚持党建开局、思

想领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与全市中心工作

同向发力、同频共振，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和

民主政治建设作出重要贡献。他代表中共上海

市委，向市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向各党派团

体、各族各界人士，致以衷心感谢和诚挚敬意。

尹弘说，新的一年，希望市政协充分发挥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

作用，团结和凝聚各方面智慧和力量，为创造

发展新机遇、开创事业新局面共同努力，以优

异成绩迎接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

神，多做统一思想、引导预期、理顺情绪、提振

信心的工作 。加强集思广益 、调查研究 、协商

议政 ，帮助党委政府谋好良策 、优化决策 、完

善政策。 茛 下转第二版

推动全市政协工作
新时代“重整行装再出发”

■要坚守共识和初心， 始终坚持
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把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思想上的定盘星、行动上的指南针贯
穿履职全过程，不断增强政协作为政
治共同体的政治功能

■ 要聚焦上海未来发展的四大
“战略支撑”，着力提高建言资政水平，

在落实重大任务、推进国家战略、深化
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上彰显新作为

■ 要围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着
力做好凝聚共识工作， 切实发挥统一
战线组织功能作用，把各界群众的智慧
力量凝聚到共克时艰、推动发展上来

■要锚定新方位新使命， 推动全
市政协工作在新时代“重整行装再出
发”，切实加强政协理论、制度、实践
创新，为推动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作出上海应有的贡献

昨天，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胜利闭幕。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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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1月29

日，上海爱乐乐团携手
费城交响乐团，在美国
费城金梅尔表演艺术
中心举行费城首届中
国新年音乐会。上海爱
乐乐团和费城交响乐
团的演奏家为到场的
2000余名美国观众送
上中国新年的问候，这
也是在美国费城首次
举行中国新年音乐会

■ 由上海爱乐和费
交联合委约青年作曲
家龚天鹏创作的交响
曲《京剧幻想》，在音乐
会上世界首演 。 《京剧
幻想》以京剧为创作灵
感，对传统戏曲艺术进
行了创新性转化。作品
将中华传统文化中具
有当代价值的符号进
行了提炼和展现。以世
界共通的交响乐语汇 ，

把京剧的精神 、情感 、

思想 “翻译 ”成国际听
众理解的形象鲜明的
音符 ， 让京剧和交响
乐这两门代表东西方
文化精华的艺术高度
融合

荩 刊第九版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方案出台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面向经济主战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本报讯 （记者唐玮婕） 面向世界科技前

沿 、 面向经济主战场 、 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备受关注的科创板昨晚迎来实施意见

和一系列配套规则的落地。 随着 《关于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

施意见》 正式发布，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正在按照 《实施意见》 要求， 有序推

进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各项工作。

此次在上交所新设的科创板将坚持面向

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

大需求，主要服务于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

核心技术、 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重

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

能源、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引领中高端

消费，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根据板块定位和科创企业特点， 科创板

设置多元包容的上市条件， 允许符合科创板

定位、 尚未盈利或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的企

业在科创板上市， 允许符合相关要求的特殊

股权结构企业和红筹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科

创板相应设置投资者适当性要求， 防控好各

种风险。 在科创板试点注册制， 合理制定科

创板股票发行条件和更加全面深入精准的信

息披露规则体系。 上交所负责科创板发行上

市审核， 中国证监会负责科创板股票发行注

册。 中国证监会将加强对上交所审核工作的

监督， 并强化新股发行上市事前事中事后全

过程监管。

记者了解到， 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工作将

在五个方面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 一是构

建科创板股票市场化发行承销机制， 二是进

一步强化信息披露监管， 三是基于科创板上

市公司特点和投资者适当性要求， 建立更加

市场化的交易机制， 四是建立更加高效的并

购重组机制， 五是严格实施退市制度。

根据 《实施意见》， 设立科创板试点注册

制， 要加强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 进一

步压实中介机构责任 ， 严厉打击欺诈发行 、

虚假陈述等违法行为，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证监会将加强行政执法与司法的衔接； 推动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司法解释， 建立健全证

券支持诉讼示范判决机制 ； 根据试点情况 ，

探索完善与注册制相适应的证券民事诉讼法

律制度。

目前， 中国证监会已起草完成 《科创板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 和

《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 （试行）》， 上

交所已起草完成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 等配套规则。 相关规

则正在按程序公开征求意见。
荩 详细报道刊第六版

条件更包容，亏损企业可上市
■ 根据科创板的定位， 在借鉴境外成熟市场经

验的基础上， 此次披露的制度设计更加注重企业科
技创新能力，允许符合科创板定位，尚未盈利或存在
累计未弥补亏损的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综合考虑预
计市值、收入、净利润、研发投入、现金流等因素，设
置多元包容的上市条件

投资门槛：50万元及两年经验
■ 在投资者适当性上，创新企业尤其是未盈利企

业，经营不确定性大，投资风险相对较高，为了保护投
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要求个人投资
者参与科创板股票交易，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的资产
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并参与证券交易满24个月

适当放宽涨跌幅限制至20%

■ 科创板将适当放宽涨跌幅限制。在总结现有股
票交易涨跌幅制度实施中的利弊得失的基础上，将科
创板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放宽至20%?为尽快形成合理
价格，新股上市后的前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