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列 5 第 21053 期公告
中奖号码： 9 5 4 8 8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21053 期公告
中奖号码： 9 5 4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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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记者胡喆

陈席元）记者4日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AG600项目研制加速推进，

001架机在成功完成陆上、水上、海上首
飞之后， 于3月4日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
完成灭火任务系统首次科研试飞， 飞机
状态良好。目前，AG600飞机全面进入投
水功能验证阶段， 并将于年内完成投水
灭火试验。

投水功能试飞验证， 是为了检查飞
机灭火任务系统的工作情况和飞机在投
水过程中的响应特性， 有效验证灭火任
务系统总体设计方案的合理性， 为后续
灭火任务系统及飞机使用模式的制定提
供试飞数据参考；同时，通过飞行员实际
的投水飞行试验， 对飞机投水灭火飞行
程序进行初步评价， 为后续合理制定飞
机的投水灭火飞行程序提供依据。

AG600飞机001架机于2016年完成
总装；2017年12月24日在广东珠海金湾
机场顺利完成陆上首飞；2018年10月20

日， 又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完成了水上
首飞。 2020年7月26日，AG600飞机001架
机在山东青岛团岛附近海域成功实现海
上首飞，进一步验证了其海上相关性能，

为其后续进行特定环境下的应急救援工
作做好了准备。

在这家百年医院，几乎人人都是志愿者
瑞金医院入选中宣部命名的第六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近日， 上海瑞金医院北部院区赶来一名
特别的造访者，他提着一面大红锦旗，就为送
到护工陈惠琴阿姨手里，“是你救了我的命！”

数日前，在外用餐的赵先生突然扑倒在餐
桌上，失去意识。 在隔离包间吃饭的陈惠琴放
下碗筷就去救人，一番急救操作，赵先生恢复
意识……“我见过好多次医生抢救病人，但给
真人做心肺复苏，还是第一次。 人命关天，我
得出手！ ”陈惠琴很自豪。 这份“硬核底气”来
自瑞金医院工友公益学校教授的应急技能。

在瑞金医院，“硬核护工阿姨”不是个案。

2009年， 瑞金医院注册成为上海首批志愿服
务基地，到今天，瑞金医院总院在职员工注册
志愿者人数2987人 ， 占总院在编员工数的

67.8%，在职党员注册志愿者人数1187名，占
在职党员总人数94.3%。 还有更多默默无名
的志愿者在“出手”之后才被医院偶然得知。

这家百年医院，几乎人人都是志愿者。 今年3

月5日前夕，中宣部命名第六批全国学雷锋活
动示范点名单，瑞金医院榜上有名，为上海唯
一入选医院。

医疗之外，还能给患者做什么

3月1日起， 上海市的养老机构恢复预约

探视，消息传到瑞金医院团委，青年医生们第
一时间想起了“老友”———上海市第一社会福
利院的老人们。准备好健康知识科普课件，带
上一行人的“核酸阴性”报告，昨天这群青年
医生如约来到福利院，给老人们“送健康”。

这是瑞金医院的“瑞福”青年志愿敬老服
务，已坚持3年，每月开展一次“为老服务”，他
们说，在服务中不仅活用了知识，更对“孝文
化”有了新理解。

一家医院除了治病， 还能为大家做些什
么？ 在瑞金医院，每个科室都在思考。

“这里真好！我们互相取经、取暖。”曹兴华
（化名）在瑞金医院“肾友会”十周年联谊会上
动情讲述。2008年起，瑞金医院肾内科成立“肾
友会”，让医患多了一个治疗之外的沟通平台，

老曹头一个加入。至今，“肾友会”已走过12年。

在这里， 治疗最长的患者已维持透析32年，更
多“肾斗士”们结婚、生子，重拾正常生活。

每年夏天， 一群特殊的孩子与家长会回
到瑞金医院。 这是瑞金医院的烧伤儿童夏令
营，起步于2017年。 “烧伤儿童是烧伤人群中
数量庞大的群体，痛苦的经历、可能伴其一生
的瘢痕、肢体功能受限、自卑心理等，令患儿
与家庭都受到创伤。 我们希望为烧伤患儿架
起从出院到回归学校、社会的桥梁。 ”瑞金医
院烧伤科医生张勤说。

汇聚员工、慈善机构与社会力量，在瑞金
医院 ，15项品牌志愿服务 、10个慈善医疗项

目、10多个公益活动构成了庞大的医疗志愿
服务体系， 填补了医疗不触及但患者迫切需
要的“缝隙地带”。

志愿精神闪耀在抗疫第一线

蔚然成风的志愿精神， 在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高浓度释放。新冠病毒来势汹汹，谁上前
线与之一战？ 2020年1月23日起，瑞金医院陆
续派出包括2名副院长在内的5批共152名医
护人员赴金银潭医院、武汉三院、武汉同济医
院光谷院区及雷神山医院救治重症新冠肺炎
患者。 瑞金援鄂医疗队在前线整建制接管重
症病区， 并在短短24小时内迅速完成院感流
程，开始收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当时瑞金医疗队队员迅速进入 “战时状
态”，在保证多方安全的前提下，结合当地实
际情况 ，率先提出 “战时 ”排班方案 ，完成医
护、多学科资源整合，打破职称序列，合理配
置不同专业、不同来源的医师，建立了一套利
于综合救治重症新冠病毒肺炎的三级梯队。

在上海， 瑞金医院的发热门急诊成为上
海首批标准化发热门诊的“样板”，战疫期间，

全体党员自愿捐款35.4万元， 考虑到疫情期
间人员不外出、 血库供血不足，105名瑞金人
在2020年3月5日集体献血……上下齐心，不
计得失，打赢胜仗！ 2020年，瑞金医院光荣获

得“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称号，

为上海唯一获此殊荣的综合医院。

“爱的火种”播撒至天南海北

身在上海，心系天下苍生。瑞金医院每年
派出一大批医护到西藏、新疆、云南等边陲地
区医疗扶贫，扎根当地，一代代人接力送去先
进的医疗设备、技术。

最近七年， 瑞金医院每年都会以一场慈
善义卖来欢度“跨年”时刻。自2014年起，每年
的最后一周， 全院职工会捐出物品， 参与义
买、义卖，募集善款。近年来，每年义卖物品总
数均超2000件， 历年来募集善款105万元，均
用于帮困扶贫项目。

其中最大一笔捐款为30万元， 于2019年
捐给了云南省剑川县龙营村， 为当地捐建了
崭新的医院。龙营村共有村民500余户2000余
人。 村里原来的卫生室建于2006年， 陈设老
旧， 要负责周边8个自然村的医疗保障工作。

瑞金医院自2015年起对口支援云南剑川县，

前期医疗队员多次考察， 最终在2019年用义
卖所得帮助当地造了广慈卫生室。

据当地统计， 新建的广慈卫生室目前月
诊疗量在600人次左右， 年诊疗量约7000人
次。 瑞金医院援建剑川县人民医院的医疗队
员也会定期上门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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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新城医疗资源规划：一城至少设一家三甲综合医院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备受关注的

“五个新城”公布了医疗卫生资源规划配
置。 就在昨天，上海市卫健委印发《关于
加强新城医疗卫生资源规划配置的方
案》的通知（以下简称《方案》），提出每个
新城至少设一家三甲综合医院、 设置不
少于一家发热门诊等要求。到2025年，上
海将建成与新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
适应、与居民健康需求相匹配的整合型、

智慧化、高品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该方案对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的设置
提出要求，原则上要设置疾病预防控制、

妇幼保健、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急救、

血液、 综合监督执法等专业公共卫生机
构或分支机构（站点），向辖区内提供专业
公共卫生服务并承担相应管理工作。该方
案对每个新城的医疗机构、床位、人员等
配备提出要求， 如至少设置1家三级甲等
综合医院、1家区域性医疗中心和1家中医
医疗机构，并规划设置儿童、妇产、精神、

肿瘤、传染病、康复等专科医院；还要求加
强“平战结合”的传染病预防控制和救治
体系建设，设置不少于1家发热门诊。

同时，原则上每个街镇设置1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每3-5个居委会、1万-2

万常住人口设置1所社区卫生服务站。每

新增5万-10万人口， 增设1所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或分中心。

对于社会办医疗机构， 按照每千常
住人口不低于1.5张床位，为社会办医院
预留规划空间， 同步预留诊疗科目设置
和大型医用设备配置空间。

另外， 要求每千常住人口执业 （助
理 ）医师数不少于3.0人，注册护士数不
少于3.9人。

根据该方案，五个新城有具体任务。

嘉定新城要推进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瑞金医院北部院区医疗科研综合楼、

上海市中医医院嘉定新院建设， 推进区

中心医院三期建设， 改造区中心医院旧
大楼；迁建区中医医院，新建嘉定新城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异地新建区公共卫生
综合大楼，新建区精神卫生中心门诊部、

区牙病防治所分所，迁建区血站，改造区
妇幼保健院旧大楼；引入骨科、精神科等
社会办医类专科医院。

青浦新城将着力打造示范区卫生健
康事业发展样板间， 成为健康长三角建
设的排头兵； 新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青浦新城院区；迁建区中医医院，推进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科教大
楼改扩建及肿瘤放化疗中心项目， 新建

新城一站大居（二期）、四站大居和新夏
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强化公共卫
生体系建设，迁建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新建区牙病防治所、区眼病防治所。

松江新城将推进上海市第一人民医
院南部院区二期工程建设， 推进松江区
中心医院改扩建； 新建方塔中医医院总
部院区，推进南部院区改扩建；迁建上海
市第五康复医院， 新建广富林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等三个基层医疗机构；迁
建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区卫生健康委
监督所；新建区眼病防治所、区眼病防治
中心等；引入国际品牌医疗中心，改扩建

上海申园康复医院。

奉贤新城将新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新华医院奉贤院区、复旦大学附属儿科
医院奉贤院区，建设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奉
贤院区；推进区中心医院感染门诊加层等项
目建设，新建区公共卫生中心，异地扩建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等。

南汇新城推进市第六人民医院临港院
区医疗科研综合楼建设。 新建浦东医院临港
院区；引入优质中医医疗资源，建设1家中医
医院，迁建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新建临港
公共卫生中心，推进急救站点补点建设等等。

酷！“天问一号”传回高清火星照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记者胡喆 胡璐）3月4日，国家航天

局发布3幅由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拍摄的
高清火星影像图，包括2幅全色图像和1幅彩色图像。

全色图像由高分辨率相机在距离火星表面约330千米至350

千米高度拍摄，分辨率约0.7米，成像区域内火星表面小型环形
坑、山脊、沙丘等地貌清晰可见，据测算，图中最大撞击坑的直径
约620米。彩色图像由中分辨率相机拍摄，画面为火星北极区域。

2月26日起，“天问一号”在停泊轨道开展科学探测，环绕器
高分辨率相机、 中分辨率相机、 矿物光谱仪等科学载荷陆续开
机，获取科学数据。环绕器上的高分辨率相机配置两种成像探测
器，能够实现线阵推扫和面阵成像，对重点区域地形地貌开展精
细观测。中分辨率相机具备自动曝光和遥控调节曝光功能，能够
绘制火星全球遥感影像图，进行火星地形地貌及其变化的探测。

为什么有的火星照是黑白的，有的是彩色的？首次火星探测
任务新闻发言人、 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副主任刘彤
杰表示，黑白还是彩色照片与拍摄模式有关，高分辨率相机的照
片，是探测器在大椭圆轨道上运行时，采用线阵推扫的方法拍摄
而成的，分为全色、彩色、自定义等模式，其中全色（即黑白）图像
最为清晰，数据量最大，科学价值最高。 彩色图像清晰度是全色
图像的四分之一，全色和彩色模式的图像融合处理后，就会得到
既清晰又美观的彩色图。

“中分辨率相机只有静态拍摄模式一种，就是用‘凝视’拍摄
模式，让相机一直对着某个区域‘凝视’，整体分辨率会相对低一
些。 ”刘彤杰说。

“这是中国首次拍摄的近景火面图像。”据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主任包为民介绍， 火星探测
之路可谓险象环生，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起步虽晚，但起点很
高、难度也很大，计划一次实现对火星的“绕、着、巡”三种探测。

为确保后续任务的顺利实施，“天问一号”在到达火星后，还要对
预选着陆区乌托邦平原的地形地貌进行详查、 对进入火星的飞
行走廊气象进行观测。经风险评估后，将在5月到6月择机着陆火
星，进行巡视探测。

发力“公园城市”，上海启动环城生态公园带建设
本报讯 （记者史博臻）在上海，“绿色”

愈发唾手可得。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1年
上海市绿化委员会全体会议获悉， 本市今
年将积极推进“公园城市”建设，塑造“人、

城、境、业”和谐统一的城市形态。 具体而
言，今年将启动环城生态公园带建设，计划
新增森林面积5万亩， 新建绿地1000公顷、

绿道200公里、立体绿化40万平方米，新增
各类公园120座，并全力办好第十届中国花
卉博览会。

今年是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开展40周
年，上海如何添“新绿”？全面落实“林长制”

是一大关键。 加快建成市、区、镇三级工作

体系，以生态廊道项目为抓手，推进重点地
区大型生态核心林、 乡村振兴示范村绿化
美化建设，建成30个开放休闲林地，其中千
亩以上林地8个，让市民百姓“既能看得见，

也能走得进”。 绿化景观精品建设提速，年
内建成东沟楔形绿地、张家浜楔形绿地，推
进世博文化公园、三林楔形绿地建设，启动
北蔡楔形绿地前期工作。

截至去年底，上海城市公园已增至406

座，360座实现延长开放，今年继续加码，力
争90%以上延长开放至夜间。 利用公园绿
地的既有设施，建设“市民园艺中心”，开设
迎春花市、假日花市，形成与15分钟生活圈

相匹配的家庭园艺服务体系， 并推进社区园
艺师制度建设，促进社区绿化自治。

在野生动植物、湿地保护方面，上海贯彻
落实长江“十年禁捕”有关要求，围绕野生动物
栖息地建设，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和勘界
定标工作，完成崇明、奉贤、金山3个项目施工
和验收，推进北湖湿地公园建设前期研究。

今年， 上海将全力保障第十届中国花博
会成功举办，助推崇明生态岛建设，展示花卉
产业发展成就，推动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推
进“海上花岛”建设。

回顾过去一年， 上海生态环境品质进一
步提升。 全年累计完成造林9万亩，森林覆盖

率达到18.49%，超额完成 “十三五 ”规划目
标；湿地总面积保持46.55万公顷，保护率达

50.35%。 推进17条（片）重点生态廊道建设，

全年新增绿地1202公顷，其中公园绿地655公
顷，新建立体绿化43.1万平方米。

在市民身边打造绿色空间，上海创建命名
林荫道22条（段）、绿化特色道路14条，布置花
坛、花境19万平方米，形成76处彩化主题景点。

围绕苏州河沿岸“生活秀带”，建成12万平方米
精品绿地，完成首排14幢建筑的立体绿化项目。

南京路步行街东拓、 龙华烈士陵园改扩建等市
级重大工程配套绿地建设令人耳目一新。

副市长汤志平出席。

“天问一号”拍摄的高清火星影像图。 新华社发

向全市女职工送上“五重大礼”
上海工会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本报讯 （记者占悦） 以 “巾帼心向党 奋进新征程” 为主
题的上海工会纪念 “三八” 国际劳动妇女节 111 周年主题活动
昨天举行， 并向全市广大女职工和工会女职工工作者致以节日
问候和良好祝愿。

市总工会还向全市女职工和女职工组织送上 “五重大礼”：

成立 “上海市女劳模工匠宣讲团”， 走进园区、 企业、 校园，

向更多人讲述劳动故事； 成立女律师志愿服务团， 更好地维护
和保障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 升级推出交友程序 “四
季恋歌·会缘” 2.0 版本， 多维度提升性能回应单身青年职工婚
恋诉求； 启动 “我为女职工办实事———上海工会女职工工作品
牌选树”， 推动各级工会女职工组织以更大力度为职工办实事、

做好事、 解难事； 首发 《家书寄 “申” 情———给最美逆行者的

100 封信》， 传递家的温暖、 爱的力量。 会上， 女劳模工匠代
表向全市女职工发出 “巾帼心向党 奋斗新征程” 集体倡议。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市总工会主席莫负春出席。

今年清明祭扫
上海继续实行高峰日预约
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记者从昨天下午召开的上海市2021

年清明工作联席会议获悉， 本市将继续实行高峰日预约祭扫制
度，并适当延长祭扫周期。自3月13日起，全面启动祭扫服务保障
工作，较往年提前两周，以引导市民提前祭扫、避免扎堆出行。

据悉， 本市将对3月27日、28日，4月3日、4日、5日总计5个清
明祭扫高峰日实行“总量控制、预约祭扫”。 高峰日期间，全市各
公墓每天7时至16时，共计6个时段，接待市民预约祭扫。自3月19

日8时起，全市各公墓通过微信公众号提供免费预约服务。 针对
部分老年群体不会使用智能设备预约的情况， 各公墓将同步提
供电话预约服务，并为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设立绿色通道。

除高峰日外，市民无需预约，也无人数限制，可直接前往各
公墓祭扫。

为加强祭扫安全管理和疫情防控工作， 各公墓将继续严格
执行员工健康监测、场所清洁消毒、核查“随申码”、监测体温等
措施，并将根据疫情防控发展动态随时调整防控措施。

今年清明期间，上海还将继续实行无烟祭扫，鼓励市民选择
鲜花祭扫、网络祭扫、居家怀念等现代绿色方式缅怀先人。同时，

将继续制止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燃烧迷信殡葬用品等行为，确保
祭扫活动的平安有序。

■ 2016年，AG600飞机
001架机完成总装

■ 2017年12月24日，在
广东珠海金湾机场顺利完成
陆上首飞

■ 2018年10月20日，在
湖北荆门漳河机场完成了水
上首飞

■ 2020年7月26日，在山
东青岛团岛附近海域成功实
现海上首飞

■ 2021年3月4日，在湖
北荆门漳河机场完成灭火任
务系统首次科研试飞

■本报记者 唐闻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