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黄浦区余庆里地块房屋征收范围（旧城区改建范围）已由黄浦区人民政府确定，房屋征收范围为：东至广西南路、浙江南

路，南至淮海东路，西至大世界、云南南路，北至延安东路、金陵东路。根据《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规定，请下列公房承租人具有
本市常住户口的配偶和直系亲属，于 2020年 11月 8日前与上海端正公房管理有限公司外滩街道物业服务中心接待窗口联系
（地址：福州路 384弄 9号）。 逾期将视作无合法的房屋租赁人，公房管理单位将依法终止房屋租赁关系并收回出租公房，对房
屋内的物品将视作废弃物进行处理。

联系人：陈先生，电话：63502586

公房管理单位：上海端正公房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 10月 10日

1、广西南路 86弄 20号底层灶间 5.7㎡，公房承租人：陈敬霖。

2、广西南路 86弄 6号晒搭 6.4㎡，公房承租人：倪金龙。

3、云南南路 137号二层亭子间 8.5㎡，公房承租人：王凤娣。

4、广西南路 86弄 34号底层灶间 6.2㎡，公房承租人：胡金娣。

5、淮海东路 10号二层亭子间 6.3㎡，公房承租人：张乾隆。

6、浙江南路 166弄 9号底层后客 6.6㎡，公房承租人：方兆占。

7、云南南路 137号三层后上阁 5.1㎡，公房承租人：韩兰英。

8、广西南路 86弄 16号二层后间 5.2㎡，公房承租人：上海市公
交第一分公司。

9、淮海东路 4弄 5号底层后客 10.8㎡、底层走道阁 2.7㎡，公房
承租人：俞汉尧。

10、浙江南路 166弄 4号底层灶间上阁 6.1㎡，公房承租人：朱
文娟。

11、浙江南路 166弄 8号二层亭子间 6.9㎡，公房承租人：张祥
麟。

12、浙江南路 166弄 22号底层后客 12㎡、室内阁 8.3㎡，公房承
租人：林玉芝。

13、广西南路 86弄 35号扶梯间 3.1㎡，公房承租人：王兆林。

14、广西南路 74号二层亭子间 8.2㎡，公房承租人：周志清。

15、广西南路 86弄 17号二层前楼 13.6㎡、二层后楼 9.3㎡、室
内阁（不计租）2.5㎡，公房承租人：程凤山。

16、永寿路 176弄 31号二层前厢 14㎡，公房承租人：杨齐娟。

17、广西南路 44弄 2号二层亭子间 8.6㎡，公房承租人：徐桂娟。

18、广西南路 44弄 10号底层西前厢 25.3㎡、室内阁 11.5㎡，公
房承租人：张银妹。

19、广西南路 44弄 3号晒台搭建 4.9㎡，公房承租人：王素华。

20、云南南路 61号三层前楼 17㎡、阳台 3.1㎡，公房承租人：王
华凯。

21、云南南路 54-56 号三层前楼 16.8㎡，公房承租人：郑永
康。

22、云南南路 58弄 1号四层搭建 7.7㎡，公房承租人：虞建达。

23、延安东路 401弄 27号三层亭子间 6.5㎡，公房承租人：何维
景。

24、宁海东路 266弄 5号四层前厢上阁 14.1㎡，公房承租人：苏
蓉保。

25、宁海东路 262号三层亭子间 9.9㎡，公房承租人：支惠贞。

26、广西南路 44弄 13号三层后间 6.6㎡，公房承租人：张仲初。

27、延安东路 399号三层后楼 15.1㎡，公房承租人：沈嘉梅。

进
一
步
稳
就
业
确
保
完
成
全
年
目
标
任
务

通
过
《新
能
源
汽
车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
，培
育
壮
大
绿
色
发
展
新
增
长
点

李
克
强
主
持
召
开
国
务
院
常
务
会
议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9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进一步做好稳就业

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通过《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规划》，培育壮大绿色发展新增长点；决定在粤港

澳大湾区部分地方推广实行国际航运相关税收优惠政

策，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会议指出，保住就业就可以稳住经济基本盘。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今年以来各地各有关部门坚持就

业优先，狠抓稳就业举措落实，前8个月城镇新增就业

累计781?人， 城镇调查失业率从2月份的高点逐步回

落。但当前保就业仍面临很大压力。一要继续保市场主

体、稳就业岗位。抓好助企纾困和就业创业扶持政策落

实，完善减负、稳岗、扩就业措施，对受冲击大、生产经

营恢复慢的中小微企业、困难行业加大帮扶。二要突出

抓好重点群体就业。 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推进行

动和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能力，拓展市场化就业渠道，

做好对未就业毕业生“不断线”服务。 加大对农民工就

业服务和创业支持， 扩大以工代赈建设领域和实施范

围。 强化困难人员就业援助。 统筹做好受灾群众、退捕

渔民、残疾人等就业工作。 三要更大释放就业潜力。 持

续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压实各方责任，鼓励发展灵

活就业，多措并举增加岗位。

适应产业升级趋势和绿色消费新需求， 会议通过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明确充分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强化企业在技术路线选择等

方面的主体地位，更好发挥政府在标准法规制定、质量

安全监管等方面作用。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有序发展，

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市场， 提高产业集中度和市场竞争

力。为此，一要加大关键技术攻关，鼓励车用操作系统、

动力电池等开发创新。 支持新能源汽车与能源、交通、

信息通信等产业深度融合，推动电动化与网联化、智能

化技术互融协同发展，推进标准对接和数据共享。二要

加强充换电、加氢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形成快充为主

的高速公路和城乡公共充电网络。 对作为公共设施的

充电桩建设给予财政支持。鼓励开展换电模式应用。三

要鼓励加强新能源汽车领域国际合作。 四要加大对公

共服务领域使用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支持。2021年起，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新增或更

新公交、出租、物流配送等公共领域车辆，新能源汽车

比例不低于80%。

为加大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支持、 推动更高水

平对外开放，会议决定，从今年10月1日至2023年12月

31日， 对在南沙自贸片区开展国际航运保险业务给予

一定的税收优惠；从今年10月1日起，对以珠三角9市37

个港口为启运港、 以南沙保税港区和前海保税港区为

离境港的水运货物实行启运港退税政策， 境内货物启

运出口即可退税，减少企业资金占压成本。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郑军华：逆行的力量来自信念
在武汉金银潭医院奋战67天，回沪结束隔离后又马不停蹄投入常态化防控工作

“即使有一天我们忘记了这场新

冠疫情， 但留下的防护体系、 科学模

式、 警觉心不能忘。 结合上海市公共

卫生建设20条， 进一步织牢织密公共

卫生防控网至关重要。” 在武汉金银

潭医院奋战67天， 回到上海结束隔离

又马不停蹄投入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郑军

华没闲过。

日前， 郑军华荣获 “最美科技工

作者” 称号。 何谓 “最美”？ 武汉回

来的郑军华瘦了整整八公斤； 整天待

在医院晒不到太阳 ， 却黑了很多 。

瘦， 自不必多说； 黑， 是因为一直处

于应激状态， 肾上腺素分泌过多。 作

为上海首批援鄂医疗队领队， 他带领

来自全市52家医院共135名 “战士 ”

驻守金银潭， 历经武汉抗疫的不同时

期 ， 终凭顽强的信念 ， “生死金银

潭， 抢命金银潭， 胜利金银潭”。

星夜驰援武汉 ，用
生命守护生命

除夕夜， 有人回家团聚， 有人却

为拯救生命而挥别亲人。 当晚6点多，

离出发还剩2个小时。 正在值班的郑

军华接到电话： “郑院长， 您是否愿

意带领上海首批医疗队驰援武汉 ？”

彼时， 医疗队医师组组长已经确定，

全队名单出炉， 唯独领队始终空缺。

“我的专业在泌尿外科， 并非重

症 、 呼吸 、 院感 。” 惊讶稍纵即逝 ，

郑军华立刻答应下来。 迎战过SARS、

H7N9等公共卫生事件 ， 长期的军医

职业生涯让郑军华对应急救治颇有心

得 。 他明白 ， 带着首批队员 “蹚新

路”， 需要一名经验丰富的 “战士”。

就此， 郑军华成了上海首批援鄂

医疗队的 “大家长”， 这支医疗队也

成了全国第一支到达武汉的队伍。

当时的金银潭医院是武汉地区唯

一具有近百年历史的公共卫生医疗救

治基地， 已有20多位医护人员感染新

冠病毒。 “我们的逆行如果能换来武

汉、 湖北乃至全国的平安， 那真是太

值得了！” 1月26日下午， 上海首批援

鄂医疗队正式与金银潭医院交接阵

地， 接管了两个病区。 从这一刻起，

真正的战斗开始了。

面对压力和危险， 谁先上？ 重症

病区谁先进？ 感染风险极大的插管，

谁来做 ？ 郑军华很坚定 ： “党员先

行！” 到武汉后他第一时间成立临时

党总支， 用党建来促进组织建设， 加

快完成队伍磨合， 提升整体战斗力。

用病理解剖为抗疫
提供宝贵经验

武汉一线的工作十分辛苦。 脱下

防护服浑身湿透， 脸上、 手上布满深

深的勒痕。 空气中满是消毒水味， 闻

得时间久了， 喉咙作痛。 而作为总协调

者， 郑军华每天睡不过三小时。

“很难。” 回忆八个月前的一幕幕，

郑军华依然感慨， 这其中最难的还是重

症患者的救治。 “一个重症监护病房有

三十多个病人， 其中三分之二戴着呼吸

机。” 他说， 医疗队每天都在学习指南

及各种最新资料 ， 但救治工作进展不

顺， 所有人都很被动。

这是在武汉的 “至暗时刻”， 新冠

病毒给郑军华与同僚们带来太多谜一般

的困难。

“在没有找到明确的致病机理前，

医务人员能做的只是对症治疗 。 呼吸

机、 ECMO 等手段， 并非对所有病人有

效。” 郑军华认为， 若想对症下药， 必

须追本溯源。 “病理解剖， 一定要想办

法做成。” 他很坚定， 从病理解剖中反

演出病毒侵害人体、 乃至致死的过程，

才可能更有针对性地找到阻断病毒进攻

的方法， 让临床治疗更加精准有效。

然而要获得家属同意， 谈何容易。

“亲人去世， 他们一定也很难过， 但是

走得不明不白， 让人如何接受？” 在郑

军华的不懈努力下 ， 2 月 16 日 ， 全国

第一、 第二例新冠病毒肺炎病人的遗体

解剖工作在金银潭完成。

一步一个脚印 ， 3 月 13 日 ， 关于

全国第一、 第二例尸体解剖病案的高水

平临床研究经验在 JAMA 子刊发表。 数

据显示， 截至目前已有 41 ?同行读过

此文， 引用超 500 次， 这为全球抗疫提

供了宝贵经验。

让科技人文之光同闪耀

此行带队驰援武汉， 郑军华始终强

调的工作原则是， 除了科学、 专业、 精

益求精的救治和防护， 还有超前一步的

研究以及人文关怀。

在金银潭的昼与夜， 医务人员不是

忙着临床救治就是专心科研攻关。 借着

8 台电脑、 18 部手机， 队员们开起文献

阅读会 、 互联网会诊 ， 钮式面罩 、 鼻

罩 、 5G ?诊器 ， 一批批新式 “武器 ”

从上海 “飞” 至武汉， 在战 “疫” 前线

投用。

科技的力量在抗疫前线闪光， “人

文关怀之光” 同样如此。 为护送逝者最

后一程， 从病房到走廊楼梯口短短 50

米的距离， 护士们足足走了八分钟， 一

边走一边轻喊， “老先生， 一路走好”；

都说 “男儿膝下有黄金”， 为了抢救患

者， 仁济医院医生余跃天一跪便是 10

分钟， 患者转危为安……

郑军华说， 在金银潭奋战的 67 天

里 ， 队员们有时晚上睡觉都会突然惊

醒， 摸摸额头， 生怕自己发烧。 即便如

此， 却从未有人想过退缩， 他们穿上白

大褂又都成为了坚强、 勇敢的战士， 这

是信念的力量。

抗疫归来， 郑军华赴京参加全国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 又走上首场

上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事迹报告会

的舞台， 分享战 “疫” 故事。 “我们只

是普通人 ， 只不过历史将你我推到前

线。” 郑军华说， 这场战 “疫” 真正的

英雄是支撑你的团队， 你的领导， 你的

家人， 归根到底其实是每一个中国人。 六方面举措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经李克强签批，国务院印发《意见》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9 日电 经李克

强总理签批， 国务院近日印发 《关于进

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 提出

了六个方面 17 项重点举措。

一是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 完善

公司治理制度规则， 明确控股股东、 实

际控制人、 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职责界限和法律责任， 健全机构投资

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渠道和方式， 加快推

行内控规范体系， 强化上市公司治理底

线要求， 切实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二是推动上市公司做优做强。 全面

推行、分步实施证券发行注册制，支持优

质企业上市。完善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收

购和分拆上市等制度， 允许更多符合条

件的外国投资者对境内上市公司进行战

略投资。完善上市公司再融资发行条件。

探索建立对机构投资者的长周期考核机

制，吸引更多中长期资金入市。

三是健全上市公司退出机制。 严格

退市监管， 完善退市标准， 简化退市程

序， 严厉打击恶意规避退市行为， 加大

对违法违规主体的责任追究力度。

四是解决上市公司突出问题。 积极

稳妥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 坚持

控制增量、 化解存量， 强化场内外一致

性监管， 强化风险约束机制。 对已形成

的资金占用、 违规担保问题， 要限期予

以清偿或化解。

五是提高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法

违规成本。 加大对欺诈发行、 信息披露

违法、 操纵市场、 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

行为的处罚力度。 推动增加法制供给，

加重财务造假、 资金占用等违法违规行

为的行政、 刑事法律责任， 完善证券民

事诉讼和赔偿制度， 支持投资者保护机

构依法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

六是形成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工作

合力。 持续提升监管效能， 强化上市公

司主体责任， 压实中介机构责任， 完善

上市公司综合监管体系， 建立健全信息

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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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他们的同时，他们也在塑造着我”

著名雕塑家吴为山向上海大学捐赠钱伟长、费孝通铜像———

钱伟长和费孝通， 两位泰斗级的学

者既为吴地同乡又是同事， 两人不仅私

交甚笃， 工作上也一直相互支持， 从而

成就了一段学界佳话。 在昨天下午举行

的民盟中央传统教育基地揭牌暨费孝通

学术思想研究中心合作续约仪式上， 著

名雕塑家、 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主任、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捐赠了他所创作

的钱伟长、 费孝通铜像。

当艺术家与著名学者相遇， 科学与

艺术的共通魅力深深打动了彼此。 忆及

与大师相识、 相知的往昔岁月， 吴为山

曾感慨： “在创作的过程中， 无数次经

历由表及里的精神洗礼 ， 塑他们的同

时， 他们也在塑造着我。”

“学艺术也要懂一点科学”

吴为山曾为钱伟长塑过两尊铜像，

一尊是 2000 年为其塑的头像， 一尊是

2010 年所塑的立像。 1996 年初春， 两

人在南京初见， 正式塑像前吴为山应约

先去为钱伟长拍照。 两人一见面， 钱老

兴奋地和他谈起科学与艺术的问题， 以

设计空调要充分考虑实用性的例子直

言： “这不仅是科技生产问题， 还是社

会伦理问题， 是艺术和美的问题， 所以

说任何创造都是综合性的， 学科学的也

要学学艺术， 学艺术也要懂一点科学！”

2000 年 5 月 ， 钱伟长来到南京大

学雕塑艺术研究所， 吴为山的工作室正

位于这一片黄墙灰瓦的小平房中。 为了

这座雕像， 吴为山做了充足的准备， 提

前根据照片塑好了钱伟长雕像的泥塑大

型， 打印了 100 多张照片反复审视和翻

阅， 选定了 “背微微躬着， 精神矍铄，

满面笑容” ———一位循循善诱的学者和

长者的形象。 当钱老来到眼前， 他抓紧

时间、 全力以赴， 一把泥接着一把泥塑

了起来。 从雕像的发际线到眉眼之间，

从微笑的嘴巴到面颊， 温润的泥在吴为

山手中不断呼应着他的探索和表达， 40

分钟后 ， 塑像完成 ， 钱老走上前直呼

“了不起”， 与红泥的 “钱伟长” 对立凝

神思索后， 钱老写下 “形神共存” 四个

大字。

2010 年 7 月 ， 钱伟长去世 ， 吴为

山在无锡人杰苑再次为其立像， 钱老脸

上长久挂着的慈祥笑容和满腹诗书气自

华的面貌再次成为了他的灵感源泉， 学

者面向太湖的微笑凝结成了永恒。

之于雕塑，“神”大于“形”

无独有偶， 吴为山为费孝通所作的

青铜塑像也得到了他的高度评价。 那座

得费老题词 “得其神胜于得其貌” 的塑

像 1995 年问世后， 曾巡展世界各地。

1995 年 3 月 ， 吴为山前往费孝通

家中， 费老关于塑像的一席话让他记忆

犹 新———“塑 像 ， 要 抓 住 神 。 所 谓

‘神’， 是指一代人的精神面貌。 孔子时

代、 苏东坡时代、 鲁迅时代以及我们这

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不同的特征。 这

就是时代精神在具体个人上的反映。”

在费孝通的塑像创作过程中， “微

笑” 是吴为山着力刻画的重点， 用他的

话来说， “那是一个相当微妙的感情形

象。 那是嘴唇正吐言或者处于停顿之时

的特有的表情”。 雕塑完成后， 费孝通

甚是满意 ， 提笔写下 “得其神 ， 游于

艺” 赠与吴为山。

为中华古今贤人立像是吴为山不变

的执着， 这一点费孝通了然于心， “为

山要以我为模特儿塑像， 其实， 我不重

要 ， 重要的是给年轻人一个发展的空

间。 现在大家追求美， 很多杂志以美女

做封面， 我这个老人美在哪里？ 我不知

道。 为山塑我， 我知道他喜欢知识分子

的味道……”

上海累计治愈出院境外输入性病例641例

优化治疗方案进一步显现效果

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上海市

卫生健康委消息，昨天本市又有5例境外

输入病例出院，其中1例为孕妇。据此，本

市已治愈出院境外输入性病例641例，优

化治疗方案进一步显现效果。

本次治愈出院患者中包括一名孕

妇。 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在该患者住院

期间专门选派妇产科专家进入应急病房

参与救治， 并邀请上海市妇产科专家每

日视频查房指导临床诊治， 除了做好常

规的新冠肺炎救治外， 还做好孕期母婴

保健、孕妇心理支持、营养指导、出院后

随访与关怀等工作。

这并非上海首例治愈出院的孕妇。

据市卫健委消息，截至10月8日，本市累

计收治7例妊娠合并新冠肺炎的输入性

患者，均已康复出院。

针对境外输入性新冠肺炎病例的特

点， 上海市医疗救治工作持续加强组织

领导，发挥多部门、多学科合作优势，不

断优化救治和管理策略， 注重个性化诊

疗和服务，提升医疗救治水平，提高救治

率，降低病死率，不断增强患者医疗获得

感。救治工作建立起三级查房机制，每日

市级专家与公卫中心专家共同进行现场

查房， 每周定期召开两次市级临床救治

专家组研讨会，讨论优化救治方案。在此

期间，市级专家组充分发挥专业特长，结

合国内外新冠肺炎的最新研究成果，中

西医结合，减少不必要和不合理用药，比

如重型和危重型患者激素的合理使用以

及经鼻高流量吸氧技术、 俯卧位通气策

略等的应用，使临床救治方案更趋精准，

不断提升救治效果。

与此同时， 市公卫中心本院成立专

家组， 时时对在院的新冠病例进行病情

讨论与分析。据市卫健委介绍，在救治过

程中， 上海的救治工作十分注重早期康

复理念， 注重患者早期心理支持以及呼

吸和体力的整体康复， 引入康复治疗团

队参与医疗救治，加速患者康复出院。

“一人一策”，个体化诊疗、个性化服

务贯穿始终。 在市公卫中心，由感染科、

呼吸科、重症医学科、营养科、中医科、护

理等学科组成的治疗团队，秉持“生命至

上”的理念，为每位患者制定个体化诊疗

方案；强调关口前移，早期识别和处理疾

病重症化的趋势，减少疾病重症化；加强

营养支持，选派营养师进入病房，为来自

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患者提供个性化餐饮

服务；为患者提供语言翻译服务，帮助患

者对接相关医疗保险机构， 提供便捷的

床旁支付服务。

随着患者陆续治愈出院，出院后随访

管理无缝衔接，市公卫中心为每位出院患

者制定出院后随访和康复计划，提供便捷

的随访路径和规范的随访服务，为他们对

接好出院后的健康管理机构，安排有特殊

医疗需求患者出院后的医疗服务。

市卫健委表示，目前，上海报道的病

例均为输入性病例， 自3月5日上海市开

始收治第一例境外输入性新冠肺炎病例

以来， 截至10月8日本市共收治694例输

入性新冠肺炎病例， 来自60多个国家和

地区（含港澳台），其中重型7例，危重型2

例， 无死亡病例；2例危重型患者均已治

愈出院 ；7例重型患者中 ，5例已治愈出

院，2例患者病情已明显好转，分别于9月

27日、10月8日转为普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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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中央传统教育基地在沪揭牌
深化盟校合作 实现资源共享 丁仲礼出席

本报讯 （记者储舒婷│祁骏） 昨

天下午， 民盟中央传统教育基地揭牌暨

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中心合作续约仪

式， 在上海大学钱伟长纪念馆举行。 这

是上海建立的第 13 个民盟中央传统教

育基地。

民盟上海市委与费孝通学术思想研

究中心续签合作协议书， 将进一步深化

盟校合作， 实现资源共享， 充分发挥上

海大学社会学学科品牌优势和民盟上海

市委参与政治协商的渠道优势， 进一步

推动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

主席、 中国科学院院士丁仲礼为基地揭

牌。 著名雕塑家、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

捐赠了他创作的费孝通、 钱伟长先生铜

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

席张平与吴为山共同为两座铜像揭幕。民

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副市长、民盟上海

市委主委陈群出席揭牌仪式并致辞。

■本报记者 李晨琰

■本报记者 王筱丽

上海将全力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
（上接第一版）

龚正、 张勇出席签约仪式。 市委常

委、 副市长吴清与蚂蚁集团首席执行官

胡晓明、 阿里巴巴集团公共事务总裁闻

佳签署协议。 市领导诸葛宇杰参加相关

活动。

上海市与阿里巴巴集团、 蚂蚁集团

合作紧密，尤其是 2015 年、2018 年两次

签署合作协议以来， 在数字商业、 云计

算、金融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效。多个在沪

总部以及阿里巴巴上海研发中心、 阿里

新零售中心、 蚂蚁科技中心等核心创新

业务与战略板块加速发展， 并与上汽集

团、百联集团等企业开展了战略合作。

此次签约后， 上海市和阿里巴巴集

团、蚂蚁集团将围绕在线新经济、数字新

基建、金融科技、跨境业务、数字生活、云

上会展等方面开展合作，加快“三总部三

中心”建设，加大对云计算、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新技术的研发， 为上海更好服务

国家发展大局、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打造数字

生活城市新标杆提供有力支持。 阿里巴

巴集团、 蚂蚁集团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

势，继续优化在上海的产业布局，加大投

资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