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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昨天，市科委发布

《2020上海科技进步报告》， 一个个亮眼表现

构成了2020年上海科技的出色成绩单。

2020年，上海科技投入稳步增长，承接国

家重大任务“一马当先”。 全社会研发（R&D）

经费投入1600亿元，R&D投入强度达4.1%左

右， 较2019年又有提升。 地方财政科技支出

388.4亿元。 牵头承担929项国家重大专项项

目和458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获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项目4270项。 已启动市级科技

重大专项10项，包括硬X射线预研项目、国际

人类表型组、脑图谱等。

聚焦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打

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张江科学城创新引擎

全力做强：首轮73个“五个一批”项目，除硬X

射线项目外，均已完工；第二轮82个“五个一

批”项目全部开工；积极谋划第三轮项目，初

步遴选80多个重大项目。

大科学设施集群效应逐步凸显， 已建大

科学设施助力原创成果涌现： 上海光源一期

累计提供实验机时35万小时， 发表论文6000

余篇；上海超级计算中心“魔方Ⅱ”“魔方Ⅲ”

全年提供计算资源18748万核小时；国家蛋白

质科学研究 （上海） 设施累计提供实验机时

67.5万小时，发表论文1520篇。 与此同时，新

建大科学设施进展顺利： 上海超强超短激光

实验装置正式建成并通过专家验收， 上海光

源二期新建4条线站调束出光，活细胞结构与

功能成像等线站工程部分实验站已开展测试

性实验。

在基础研究方面，上海科学家在脑科学、

基因与蛋白质、量子、纳米等前沿领域取得多

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 在国际顶尖学术

期刊《科学》《自然》《细胞》发表论文124篇，比

上年增长42.5%，占全国总数的32%。 在产业

方面，上海深入实施三大领域“上海方案”，集成电路产业基础能

力加快提升，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不断完善，生物医药创新高地加

快建设。

引才引智力度持续加强。上海蝉联“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

力的中国城市”，实现“八连冠”。 截至去年底，上海累计核发《外

国人工作许可证》26万份，其中外国高端人才（A类）近5万份，占

比约18%，引进外国人才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国第一。

全市已有50余家医院提供互联网诊疗服务
市卫健委呼吁，有核酸检测需求的市民请合理选择采样点、提前预约

1月24日零时至24时， 上海报告1例本

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目前，13例本地确诊

病例均已在市公卫中心治疗， 其中12例为

普通型、1例轻型，均予以对症治疗。在昨天

举行的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上， 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邬惊雷介绍疫情防

控最新情况。

新增1例确诊病例，流
调轨迹在昭通小区

据悉，新增病例常住黄浦区，系21日确

诊病例的密接者，两人为父子关系。21日已

被集中隔离观察，其间出现症状。综合流行

病学史、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

查结果等，经市级专家会诊，诊断为确诊病

例。邬惊雷介绍，该病例是一位因病长期卧

床在家的老年人， 因此流行病学调查轨迹

就在昭通小区。目前，该病例相关接触人员

均已落实集中隔离观察， 并已对病例居住

场所进行终末消毒。

出现新增病例后，市、区相关部门立即

行动，截至24日24时，累计排查到密切接触

者380人，目前均已落实集中隔离措施，其中

371人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8人已确诊，包

含在已公布的13例确诊病例中，1人尚在检

测。另外，累计排查到密接的密接1007人，目

前均已落实集中隔离措施， 截至24日24时，

940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其余正在检

测中。累计筛查相关人员37592人次，目前均

已落实相应管控措施， 其中37589人次核酸

检测结果为阴性，2人已确诊，包含在已公布

的13例确诊病例中，1人尚在检测。

加强门诊预约，推行分时
预约挂号、预约检查

疫情发生以来， 市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医

疗机构防控措施不松懈， 同时有序做好日常

的医疗服务。 邬惊雷表示，目前医院口腔科、

急诊、 血液透析、 化疗等医疗服务均正常运

行，希望就诊患者能够预约前往就诊。

目前， 上海全市已有50余家医院开设了

互联网诊疗服务，可以为患者提供“诊前在线

咨询+线下就诊+网上复诊+诊后在线随访 ”

的全程服务， 建议患者可以通过社区医生或

者互联网医院等途径获得专业的医药信息。

市卫健委也将继续优化流程， 为患者提供高

效、便捷的医疗服务，包括进一步加强门诊预

约服务，推行分时预约挂号、预约检查。

核酸检测延长时间增加
点位，尽量减少集聚

临近春运， 很多返乡人员集中前往医疗

机构检测核酸。邬惊雷表示，市卫健委已要求

现有开展核酸检测的医疗和检测机构， 通过

延长服务时间，增派采样人员、增加采样点位

等方式，提高日采样量，尽可能减少市民等待

时间；另一方面也要求各医疗机构加强宣传，

通过公众号、互联网、预约电话等形式提供检

测服务信息和预约渠道。

据昨天傍晚市卫健委发布的消息， 截至

目前， 全市16个区共有156家机构可提供核

酸检测服务。 提醒有采样需求的市民， 能够

按照预约时段到场采样， 尽量减少现场人员

集聚。

全力保障主副食品供应平稳有序
本报讯 （记者李晨琰）春节将至，针对

今年春节留沪人员多的情况， 本市批发市

场已加强产销对接，落实货源组织。

在昨天的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

布会上，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介绍，相关部

门在落实落细疫情防控各项举措的基础

上， 全力保障主副食品供应平稳有序。 目

前， 上海主副食品供应货源充足、 品种丰

富，价格基本平稳。

猪肉方面，已与全国16个省127家屠宰

厂加强产销对接 ， 每天供应猪肉稳定在

10000头以上，交易结束后仍有余货，可以

满足消费需求。

蔬菜方面，蔬菜集团已提前对接山东、

江苏、广东、云南、海南等规模化蔬菜基地和

20个市郊蔬菜基地， 组织供应各类蔬菜满足

市民消费需求。目前，蔬菜集团每天供应蔬菜

7000吨，品种180个，保持每日6000吨周转量，

春节期间周转量还将提高至8000吨以上，可

动态保障市场供应。

水产方面， 主要水产批发市场每天供应活

鲜、冰鲜、冻品1000吨以上，品种总计140余个。

刘敏表示， 春节期间， 上海主要批发市

场， 全市800余家菜市场，260家大卖场，2100

家标准超市以及重点生鲜电商企业坚持春节

不休市，全力以赴保障节日市场正常运营。菜

市场在确保开业率和开摊率的同时， 全力保

障482个平价猪肉专柜和502个平价蔬菜专柜

节日期间持续供应， 满足市民对平价肉菜的

消费需求。

另外，上海正在举办网上年货节，20余家本

地电商平台企业联合近5万家线下商户，推出了

50多项主题活动，进一步丰富节日市场供应。

“一业一证”改革有了上海“施工图”
今年6月底，31个“一证准营”试点行业将全部落地发证

本报讯 （记者唐玮婕）浦东新区正

在探索又一重磅改革———聚焦市场准入

多头审批、 市场主体关注度高的31个行

业，开展试点“一证准营”的行业综合许

可制度。 继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复同意

后，上海昨天公布了“施工图”———“一业

一证”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为构建起包括互联网电商、 互联网

医院等在内31个试点行业的综合许可

制度，实施方案提出，要逐一明确行业

管理的牵头部门和协同部门。今年2月

底前， 推动改革试点行业涉及的市级

事权下放承接到位；6月底前， 协调推

动国务院有关部门委托浦东新区受

理、发证的事权承接到位，逐项研究做

好业务流程重构、信息系统对接、窗口

人员安排等具体落实工作。

与此同时，更具有操作性的改革实施

细则和办事指南也将很快出台，梳理集成

一个行业中各部门要求的行业准入条件、

申请信息要素和材料清单。依托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平台，让更多试点行业的市场

主体可以在网上完成所有的准入申办。

在创新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上，实

施方案列出五大改革内容： 建立健全各

负其责、协同高效的行业综合监管制度，

研究制定各行业事中事后监管细则；对

纳入改革试点的行业，应用动态监管、风

险监管、信用监管、分类监管，逐一建设

行业监管场景， 实现信息获取维度更全

面、治理主体更多元、问题发现更智能；

建设智能化的行业综合监管系统， 打造

“主动发现、智能预警、自动派单、管理闭

环”的智慧监管模式；构建覆盖企业全生

命周期的信息管理体系， 形成风险防范

机制闭环； 梳理市场主体需填报的行业

经营有关信息， 纳入年报公示信息填报

范围，将有关市场主体纳入持续监管。

实施方案还明确了改革落地的时间

表。今年3月底前，推动仅涉及地方事权的

25个试点行业落地发证，研究在更大区域

范围推广改革试点经验；6月底前，推动涉

及国家事权的6个试点行业落地发证；年

底前， 推动创新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深

化告知承诺制改革、探索智能审批模式等

试点任务全面实施，积极争取在浦东新区

进一步扩大改革试点行业范围。

业内人士指出， 在浦东新区率先对

首批31个行业试点“一业一证”改革，建

立“一证准营”的行业综合许可制度，这

是国务院交给上海的又一项重大改革任

务，对全国具有示范推广作用。 同时，也

是一次重要发展契机， 对降低行业准入

成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优化营商环境

具有积极作用。

浦东新区将充分发挥 “一业一证”改

革试点主战场作用，大胆试、大胆闯、自主

改，力争积累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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