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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鹏） 今年底前， 每所小学和初中

开设七种以上的体育运动项目和四种以上的艺术活动

项目， 高中分别开设八种和五种以上， 青少年学生的

每天运动时间不少于一小时。 日前， 上海市教委等六

部门联合出台了 《上海市中小学体育工作管理办法》

《上海市中小学艺术工作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管

理办法》）， 旨在推进普及高水平体育艺术教育， 提升

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和艺术人文素养， 促进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 《管理办法》 将从 2020 年 2 月 1 日起

施行。

《管理办法》 要求本市各中小学不断丰富开设的

体育运动和艺术项目类型， 不断强化体育艺术特色

并努力形成 “一校多品”， 为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提供

有力保障。 上海将建立青少年体育素养和艺术素养

评价机制， 进一步促进形成科学的育人导向 ， 促进

学生综合素质不断提升。

为进一步促进本市学校体育艺术教育均衡有序发

展，提升综合育人效益，《管理办法》对体育艺术项目加

强统筹布局，推进各区分别形成以部分重点项目为主、

若干推进项目为辅的学校体育艺术项目布局结构。 其

中，各区布局的体育重点项目包括足球、篮球、排球、田

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及武术，艺术重点项目

包括中西器乐（含管乐、弦乐）、合唱、舞蹈、戏剧（含戏

曲、朗诵）及书画（含篆刻、设计）。

遵循学校体育艺术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成长规

律， 各项目原则上由 1 所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阶段学

校与至少 2-3 所初中和 4-6 所小学共同承担， 组成

一个基本的 “一条龙” 布局单位， 在课程、 师资、 场

地、 科研及评价等方面形成高品质、 系统性供给， 促

进实现各学段间培养的有序衔接。 具体布局建设工作

将在 《管理办法》 实施后开展。

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管理办法》 的出台，

有助于构建衔接有序的人才培养体系 。 在保持历年

政策稳定性和延续性的基础上 ， 《管理办法 》 进一

步完善高中阶段培养机制， 自 2022 年起， 各 “一条

龙” 高中阶段学校对按照择优原则通过专业测试且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达到一定要求的优秀体育艺

术学生按计划足额录取。 为强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队伍建设， 继续实施特别优秀的体育学生选拔、 引进

和培养机制。

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端鸿表示， 新

时代的教育现代化， 将把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作为核心， 为学生今后走向社会， 享受健康、 充实的

人生打基础。 中小学生的身体机能、 心理情感和意志

品质都处于快速发展中， 经常性的体育活动和艺术体

验是适应学生生命成长特性的 “主食”， 而不是 “辅

食”。 经常性的身体活动、 竞技运动、 艺术欣赏和创

作伴随学生的成长， 会逐渐融入学生的灵魂， 影响其

一生的心理和行为。

上海迎来创新药上市高峰期
短短一年时间，获批品种占全国获批总数从 1/9 跃升到 1/3

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 新年

伊始， 上海生物医药创新领域捷报频

传 。 据国家药监系统的数据 ， 2019

年， 上海有 4 个 1 类国产创新药获批

上市， 获批品种占全国获批总数的 1/

3。 2018 年， 这个占比数为 1/9。 短短

一年时间， 从 1/9 跃升到 1/3， 上海生

物医药创新 “劲头十足”。

据上海市药监局介绍 ， 2019 年 ，

上海获批的 4 个国产创新药中， 有两

个是抗治疗药物， 分别是百济神州的

替雷利珠单抗注射液和再鼎医药的甲

苯磺酸尼拉帕利胶囊， 另外两个上海

创新药分别是用于治疗上呼吸道感染

的可利霉素片 （同联制药）， 以及广为

关注的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 GV-971。

“这些年， 国家层面十分重视临

床急需新药、 好药的上市工作， 国家

药监系统不断优化审评审批流程， 加

速新药上市步伐。 在上海， 通过一系

列改革创新举措， 转变政府职能与意

识， 为企业新药上市 ‘提速’ 做好服

务 。 ” 上海市药监局副局长张清以

GV-971 为例谈到 ， 此前 ， 全球阿尔

茨海默病治疗领域已 17 年没有新药上

市， 许多制药巨头都在加紧研发， 在

此背景下 ， 上海市药监局积极推进

GV-971 上市工作 ， 主动与国家药监

局沟通， 跨前服务， 在产品注册、 资

料申报、 审评核查等方面做好协调指

导。 这一过程中， 市药监局还专门成

立了 “GV-971 上市推进小组”， 派专

人到该新药项目主要研发团队所在机

构———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挂职， 多措

并举， 主动对接， 实地跟进。 “好服

务” 收获 “好结果”， 从递交上市申请

获受理到最终获批 ， GV-971 在不到

一年的时间里走通了上市路， 堪称新

药上市 “新速度”。

除了主动对接、 提前介入、 全程

指导等一系列服务创新， 制度创新的

“红利” 也助推着上海创新药上市高峰

期的到来。 从 2019 年上海获批新药的

持有形式看，有 2 个品种为研发机构持

有，占总数的一半。 2016 年，MAH 制度

在包括上海在内的全国 10 地率先试

点，取消药品生产许可与上市许可之间

的 “捆绑”， 为生物医药创新企业 “松

绑”，让创新者专注研发，无需再为花费

巨资建“生产线”而烦恼。如今，MAH 制

度试点在上海迎来收获期。

值得注意的是， 在 2019 年全国批

准的 39 个进口创新药中， 申请人总部

在上海的有 20 个品种 ， 占比超过

50%， 凸显出上海良好的营商环境。

2020 年 ， 上海生物医药创新的

“后劲 ” 如何 ？ 市药监局透露 ， 近两

年， 本市已提交上市申请的创新药还

有新型口服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索凡替

尼胶囊 （和黄医药）、 用于治疗慢性心

力衰竭的重组人纽兰格林 （泽生科

技）、 高选择性 BKT 抑制剂赞布替尼

胶囊 （百济神州）、 第三代 EGFR 抑制

剂抗肿瘤创新药艾氟替尼 （艾力斯）、

抗感染新药康泰唑胺片 （盟科药业 ）

等 ， 加 上 CAR -T 细 胞 治 疗 品 种

FKC876 (复宏凯特)， 生物类似药阿达

木单抗注射液 （复宏汉霖）、 注射用曲

妥珠单抗 （复宏汉霖）、 注射用伊尼妥

单抗 （三生国健） 等， 一批临床急需

的重磅品种有望在今年获准上市。

据了解， 今年， 上海还将有再鼎

医药的抗感染新药和抗肿瘤新药、 华

领医药的治疗糖尿病新药等数个创新

药将申报上市许可， 本市生物医药产

业呈高质量发展态势。

“下一步， 我们将坚持以服务发

展促进药品安全， 力促更多创新药加

速上市， 以满足老百姓的临床用药需

求。” 市药监局局长闻大翔表示， 药监

局将联合市卫健委、 申康发展中心等，

“挖潜” 上海丰富的医疗临床资源， 进

一步提升本市临床研究能级， 全力打

通生物医药创新研发 “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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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 上海虹口、 青浦等区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员深入辖区学校， 利

用学生寒假返校时段， 开展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和消防安全宣传， 普及火场自救及

科学逃生等安全知识。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 这些年，国家层面十分重视临床急需新药、好药的上市工
作，国家药监系统不断优化审评审批流程，加速新药上市步伐。

在上海，通过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转变政府职能与意识，为企
业新药上市“提速”做好服务。 除了主动对接、提前介入、全程指
导等一系列服务创新，制度创新的“红利”也助推着上海创新药
上市高峰期的到来。从 2019年上海获批新药的持有形式看，有 2

个品种为研发机构持有，占总数的一半

接地气的寒假作业从00后中“出圈”

与背一背、算一算的寒假作业说再见，生活化、体验类作业越来越多

背诵古文、抄写英语单词、再做几套

数学卷子……类似的“老三样”寒假作业

曾让不少学生兴趣寡然。 寒假伊始，记

者在沪上各学校调查发现，背一背、算一

算的书面作业少了，生活化、体验类的作

业越来越多。 不少学生和家长笑言：如

此接地气的作业，更容易在 00 后学生中

“出圈”。

为学生布置一道充满“年
味”的作业

上海市江宁学校为学生们布置了一

项自选寒假作业：除了要求学生阅读有

关故宫的故事，还要“为故宫 600 年设计

一份纪念礼品”，这份礼物可以是一套纪

念邮票 、一幅海报 、一个编程的创意摆

件，亦或是自编自创的一首歌。

之所以选择这样一道传统文化味道

浓厚的作业题， 该校校长、 上海市特级

校长吴庆琳有着自己的思考： 她观察发

现， 眼下， 《长安十二时辰》 等古装电

视剧， 《国家宝藏》 等人文历史纪录片

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各类传统文化大餐

点燃了学生们的文化自信， 趁着假期，

用特别的作业引导孩子们研究民俗文

化、 亲近历史， 有利于形成民族自豪感

和文化认同感。

春节前，以书墨为媒介，G60 科创走

廊上的松江、嘉兴、杭州、金华、苏州、湖

州、宣城、芜湖、合肥等九地携手，为中小

学生留了一道富有 “年味 ” 的寒假作

业———《对春联，过新年》。松江区教育局

基教科科长郭宁伟表示， 松江区传统文

化积淀深厚，引导中小学生传承优秀“家

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是松江

教育的重要内容。此次寒假作业，九地分

别给出上联， 邀请学生们对出下联。 比

如，松江上联为“鹿鸣松泽鲈思醉”，嘉兴

上联为“南湖烟雨生星火”，杭州上联则

为“西湖山色四时美”……郭宁伟说：“巧

妙的作业形式既能丰富学生们寒假作业

的内涵，激起他们对于家乡文化的兴趣，

也能让孩子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与家人共享一个喜庆团圆年。 ”

沪上小囡“撸起袖子干家务”

读水、电、燃气表算耗费，帮爸爸妈

妈做家务， 再练练垃圾分类这个新时尚

技能，这个寒假，杨浦小囡“撸起袖子干

家务”。

据悉， 为了让学生养成爱劳动的好

习惯，锻炼和提升生活技能，促进父母与

子女间的沟通交流，寒假里，杨浦少科站

开展了 “节能小当家” 家务劳动争擂活

动。 “三表计量”“厨房帮手”“晾晒衣物”

“床铺整理”……全区 150 余名“节能家

务小达人” 以同伴组的形式掀起了一场

“家务劳动”热。

记者发现， 不少学校的寒假任务单

中 ， “劳动教育 ” 都是不可或缺的一

环。 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此次寒假

作业主题就与 “劳动” 相关， 包含 “劳

动创造美” “劳动创造者” 和 “劳动创

造家 ” 等一系列活动 。 在 “劳动创造

者” 活动中， 学校鼓励学生们聚焦身边

无数平凡的劳动者， 通过采访、 撰写调

研报告等方式， 挖掘这些平凡劳动者背

后的劳动精神。 学生处主任、 德育教导

何华说， 美好生活的缔造离不开各行各

业， 尤其是平凡岗位上的劳动者们， 希

望通过劳动引导学生关注生活中的点

滴， 不做眼高手低的孩子。

何华表示，劳动教育的内涵十分宽

泛，不只是让孩子掌握劳动技能这样简

单，还要认识劳动的价值。 为此，学校几

乎每年都会布置与劳动相关的寒暑假作

业。 今年寒假，学校还与家长合作，鼓励

学生每天参与“劳动打卡”。 家长要关注

孩子劳动的时间、成果及内容，并参与劳

动评价。

体育作业让孩子远离肥
胖和近视

今年寒假， 金山区教育局继续在所

有小学年段开展“校外每天锻炼一小时”

试点。全区各小学根据各自的情况，向学

生布置每天一小时的体育作业， 学生在

完成体育作业后，通过手机端的“金山区

每天锻炼一小时申报系统” 申报锻炼情

况， 老师会对自己学生的申报情况进行

审核。审核之后，每位学生都可以得到运

动积分。

在金山区朱泾小学的 《寒假生活手

册》上，还专门为学生设计了品种丰富的

体育作业大餐———力量餐：仰卧起坐(30

次/组)、俯卧撑 (10 次/组)；耐力餐：跳短

绳 (5 分钟 200-400 次 )或 800 米/天 ；亲

子餐：双人跳绳(尽量)、打羽毛球(尽量)；

娱乐餐 ：打乒乓球 、打篮球 、踢足球 、板

车、拍皮球，每天完成 2 项。开学后，学校

将开展全校跳绳比赛， 以检验大家假期

的锻炼成果，树立一批运动小榜样。

朱泾小学校长干勤欢告诉记者，类

似的体育寒暑假作业学校已持续实施了

五年， 因为寒暑假是孩子和家长特别容

易放松的时候，只要一不留神，肥胖和近

视就会多起来。

而在长宁区， 绿苑教育集团也在寒

假中布置了首份集团寒假作业，一份“护

眼小卫士”作业单尤为引人注目。绿苑小

学校长王晶告诉记者， 寒假里是学生们

缓解用眼疲劳、提升身体素质的好时机。

为此，集团编写了眼球“米”字操的图谱，

以及假期护眼操作业完成记录单， 鼓励

孩子在假期放下手中的 iPad， 多到空旷

的室外跑一跑。

寒假里，杨浦区少科站开展“节能小当家”家务劳动争擂活动。 图为学生在

读电表算耗费。 （杨浦区少科站供图）

■本报记者 张鹏 王星

远望号测量船队凯旋
本报讯 （记者赵征南 通讯员高

超 黄杰 王雪岩） 近日， 中国卫星海

上测控部所属的 2 艘测量船 “远望 3

号” “远望 7 号”， 在圆满完成长征五

号遥三火箭、 通信技术试验卫星五号

等 3 次海上测控任务后， 顺利停靠码

头。 至此， 包括 “远望 5 号” “远望

6 号” 在内的 4 艘在役测量船全部凯

旋， 远望号测量船队 2019 年试验任务

取得满堂红。

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2019 年， 远望号船圆满完成 17

次海上测控任务、1 次火箭海上运输任

务，高效组织天链二号 01 星 、中星 18

卫星应急测控，在固体运载火箭海上发

射技术试验任务中，实现“四个首次”的

重大突破， 全年累计海上作业 550 余

天，安全航行 13 万余海里。

图为 “远望 7 号” 船员表达新年

愿望。 韩帅摄

全力以赴防控疫情
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

(上接第一版)

会议指出，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

重要思想， 按照汪洋同志讲话要求， 结

合上海实际抓好全国统战部长会议精神

贯彻落实。 切实发挥好统一战线人才荟

萃的智力优势、 民主协商的政治优势、

协调关系的组织优势、 联系广泛的资源

优势， 更好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

会议指出， 要按照全国组织部长会

议部署要求，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 巩固拓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成果， 把守初心、 担使命的精

气神转化为解难题、 抓发展的推动力。

不断强化干部队伍建设， 广泛集聚各方

面优秀人才， 切实加强基层党建， 助力

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开展党史、 新

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

学习教育的实施方案》， 指出要结合建

立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长效机制，

结合落实全市中心工作， 充分挖掘利用

上海红色资源， 让初心薪火相传， 把使

命永担在肩。

会议指出 ， 要紧盯目标 、 聚焦重

点、 加强协作， 纵深推进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 共同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科创

和产业发展要强化分工合作， 民生服务

要着力提升群众获得感， 生态环保要抓

好共保联治，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要在制度创新和改革系统集成

上持续攻坚突破。

会议指出， 要全力配合支持中国证

监会和上海证交所， 不断完善科创板注

册制相关配套制度， 继续推动深化资本

市场改革， 增强科创板集聚效应和规模

效应。 促进金融资本和创新资源有机结

合， 加强科创企业孵化培育， 支持科创

企业更好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