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虹桥机场清澈碧水引来纷纷点赞
放养螺蛳、放流黑鱼、改进水箱……在“隐形治水功臣”帮助下

“水不臭了！ 河变绿了！ ”说起近几年上海

虹桥机场的水环境变化，广大旅客和机场及驻

场单位员工纷纷点赞。 在看得见的清澈背后，

有着许许多多也参与“碧水攻坚战”，却藏在幕

后、常人并不能一眼见到的“隐形功臣”：有的

是潜在河底的螺蛳， 有的是装进水管阀门、雨

污水井的探头，有的甚至是航站楼卫生间马桶

水箱里的冲水设置改进……

目前， 虹桥机场已经消灭了劣 V 类水体，

水质普遍达到 IV 类或更高。 昨天，虹桥空港社

区积极响应国家节水行动，联合成员单位在这

里开展世界水日环保宣传活动，展示虹桥机场

地区各单位供、排、节水及环保工作成效。

从 2016 年开始， 机场河的整治成为虹桥

机场改善水环境的一场攻坚战，与外界水系连

接困难、黑臭的南段更是硬骨头。 为了开辟源

头活水，机场的河道治理团队选择利用虹桥机

场飞行区内日常收集雨水的调节水池，在沿途

单位的支持下， 从水池向河道敷设雨水管，为

机场河（南段）引入清洁水源。

除引水外，重建生态自净能力更是必不可

少。 机场工作人员从河底开始，种植了能够降

解垃圾、并作为底栖动物与食草鱼类食物来源

的苦草，又放养了底栖动物螺蛳，作为河道生态

的基础，然后放流吃植物和各种排泄物的草鱼，

以及捕食小鱼的食肉鱼类黑鱼，再加上鸭和鹅，

一整个生态体系就搭建了起来， 帮助水环境修

复和治理。 同时，机场河（北段）也在长宁区的积

极支持下，连接了附近的市政河道南渔浦支流，

同样添上了源头活水，增强了自净能力。

虹桥机场 T1 航站楼旅客公共区域内，各

个公共卫生间总计有 356 个马桶，近几年来陆

续都被 “动了手脚”———原本设计的 4.5 升/次

冲水量，在机场管理人员经过详细测算、确定

不影响冲洗效果后，被调减到了 4 升/次。以 T1

航站楼平均每月 50 万人次的旅客计算， 即可

每月实现卫生间节水 250 立方米。 同时，虹桥

机场因雨水资源丰富、水质稳定，在飞行区南、

北两端各设了一个雨水调节水池，蓄水量分别

达到 13.3 万和 18.5 万立方米， 在机场的节水

路径中，这里成为良好的回用水水源。

目前，虹桥机场着手以调节水池作为水源

点，建成配套引水系统，通过探索利用集蓄雨

水 ，供给市政杂用 、浇灌绿化 、冲洗马路等功

能，将雨水有条件地代替自来水。 通过这一方

式，虹桥机场每年可节水约 2 万立方米。

上海五家三甲医院牵手“五个新城”
做优分级诊疗，加强构建紧密型医联体，让优质医疗服务进一步下沉基层

集中于上海市区的市级医院优质

医疗资源将成规模、 成体系地向外、向

基层辐射，造福老百姓。

记者从昨天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党

组举行的迎建党百年倒计时 100 天“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获悉 ，上海以

“五个新城” 建设为起点， 确定瑞金医

院、中山医院、市一医院 、新华医院 、市

六医院五家医院，分别与嘉定、青浦、松

江、奉贤、南汇“五个新城”对接，做优分

级诊疗，加强构建紧密型医联体 ，打通

服务百姓健康的“最后一公里”。

不断放大市级医院辐
射效应，做强区域医疗

家住上海嘉定的李女士原本看病都

往市区跑， 直到瑞金医院北部院区落户

嘉定，她便与家人安心在“家门口”看病。

昨天，更令她欣喜的是，原本只是在瑞金

医院北部院区做个检查，没想到“偶遇”

瑞金医院专家义诊， 她一眼就看到了内

分泌专家王卫庆教授。“一直想去市区找

她看，没想到在家门口遇上了！ ”

像这样的“小幸运”，今后会越来越

多。 记者从市卫健委获悉，全市选出瑞

金医院 、中山医院 、市一医院 、新华医

院、市六医院这五家医院，分别与“五个

新城” 所在的区域性医疗中心牵手，以

市级医院为技术龙头、区域性医疗中心

为业务骨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服务

网底，推进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不断完善医疗服务体系 ，努力解决

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操心事、 烦心事、

揪心事。

“强基层，重在强学科。 ”上海市卫

健委党组书记章雄告诉记者，五家医院

将输出全国排名前列的优势专科或特

色专科，重点加强区域性医疗中心的急

诊、胸痛、卒中、创伤、儿科、产科等学科

建设。 与此同时，五家医院还将派出心

血管、呼吸、消化、神经、肿瘤 、内分泌 、

儿科等专家，通过教学、义诊、查房等技

术“传帮带”，切实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

健康管理能力。

此次活动首站设在瑞金医院北部院

区， 瑞金医院和市一医院共派出 100 名

专家参加义诊。 接下来五个月里，其他

四家市级医院也将陆续在新城 “接力”

举行活动 ， 不断放大市级医院辐射效

应，让优质医疗服务进一步下沉基层。

做实“网底”，三甲医院
资源注入新城、更深入社区

市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五个新

城”， 医联体成为具体抓手。 以嘉定区

为例， 2017 年区内已成立首个区域医

联体 ， 即 “瑞金医院北院—嘉定医疗

联合体”。 去年， 瑞金医院与嘉定区政

府签署 “构建紧密型医联体合作协

议 ”， 建设 “瑞金—南翔医院 ” “瑞

金—安亭医院” 紧密型医联体。

“当前 ，瑞金医院北部院区与瑞金

医院完全实行一体化运行，每周都有瑞

金医院专家到北部院区出诊。 更重要的

是，瑞金医院的优势学科 、专家资源不

仅在北部院区里 ，还进入社区 ，我们还

运用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实现对患者的

健康管理。 ”中国工程院院士、瑞金医院

院长宁光说， 当前瑞金医院牵头的紧密

型医联体已覆盖嘉定区 14 个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1家二级医院；区内 39万余人

与瑞金医院北部院区签约， 占组合签约

人数的近 80%，社区还通过“1+1+1”预约

转诊平台共转诊患者 7645人次。

做好“增量”，年内所有
市级医院开设互联网医院

在青浦区， 全新的规划也已拟定。

就在昨天中山医院举办的迎建党百年

倒计时 100 天启动仪式上，中山医院党

委书记汪昕教授告诉记者，作为对接青

浦新城的市级医院，青浦区中心医院本

身就是中山医院分院，近年来的持续建

设 ， 该医院已从二级甲等升为三级乙

等。 除此之外，中山医院还将在青浦新

城规划建设一座占地 185 亩、床位 1200

张的崭新医院，按三级甲等医院标准建

设。 据了解，这座即将动工建设的新医

院位于朱家角， 未来将围绕绿色环保、

智慧医疗等开展更多探索尝试，以更优

质医疗服务青浦新城。

在“五个新城”，由三甲医院牵头建

立的新医院不止于此。 根据此前市卫健

委披露的“五个新城”医疗资源规划，提

出每个新城至少设一家三甲综合医院。

比如，在奉贤新城将新建新华医院奉贤

院区 、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奉贤院

区、 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奉贤院区；在

南汇新城，新建浦东医院临港院区。

做 “增量”， 不仅限于建立一座座

新医院 。 章雄同时透露 ， 对接市级医

院优质资源 、 为老百姓做实事 ， 接下

来 ， 市卫健委还将持续做实 、 做强区

域性医疗中心 ， 包括推动市区 、 院区

“双牵手 ”， 让专家 、 名医长期坐诊成

为固定制度 ， 让市级医院挑出品牌特

色科室 ， 以 “传帮带 ” 形式帮助区域

性医疗中心成长， 最终实现民生感受、

医疗服务能力 “双提升”。

今年年内 ， 所有市级医院还将开

设互联网医院 ， 让优质医疗资源深度

融入网络空间， 进一步方便百姓就医。

“老外街THE BOXX城市乐园”拔地而起
瞄准“Z世代”文化消费新生活 预计今年6月正式开园

本报讯 （记者童薇菁） 经过近一年改

造， 老外街国际文创生活园区目前已进入收

尾阶段， 预计今年 6 月将正式开园。 记者获

悉， 未来以全新面貌亮相的老外街， 将瞄准

“Z 世代” 文化生活， 引入街头滑板、 涂鸦、

机车、 街舞、 脱口秀、 剧本杀、 国风体验等

更多新业态， 转型成为年轻人心目中街区潮

流的重要地标。

从 “虹梅休闲街” 到 “老外街 101”， 再

到现在的 “老外街 THE BOXX 城市乐园 ”，

位于虹桥镇的老外街通过改建及整体业态的

调整 ， 不断实现功能 “焕新 ”。 “十四五 ”

开局之年， 抓住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的新机

遇 ， “老外街 THE BOXX 城市乐园 ” 将打

造成为上海大虹桥国际文创生态地标、 国内

外旅人上海旅游目的地， 重点发展城市更新

和国际文化、 产业、 城市生活的深度融合项

目， 吸引更多年轻群体前来聚集。

结合当下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和商业

数字化转型的时代大背景 ， 整个街区以文

化内容为核心 ， 以 IP 赋能 ， 以 “智·娱 ”

驱动 ， 从环境体验到消费场景的打造都高

度契合年轻人习惯的生活方式 ， 让他们从

踏进这片街区的第一步起 ， 就能打破 “年

龄壁 ” 的隔阂 ， 感受到 “这就是属于我的

地盘”。

据悉， 在老外街， 年轻人不仅可以体验

各种潮流文化， 还可以欣赏先锋戏剧演出。

由拾捌剧社与 THE BOXX 联合发起的 “上

海青年原创戏剧展演季” 即将拉开序幕， 旨

在为创作者创造价值， 为原创戏剧人提供原

创戏剧的演出平台 。 展演季平台不仅将在

“老外街 THE BOXX 城市乐园” 长期为年轻

人输出丰富的戏剧演出， 更将搭建起原创舞

台剧影视转化、 版权代理交易、 内容跨界变

现、 编导演人才孵化和经纪服务等一系列产

业链。

潮流新势力活动也将贯穿全年。 城市音

乐节、 国潮生活节、 沉浸式喜剧、 嘻哈街舞

潮流文化、 粉丝嘉年华等文化演出活动带来

永不落幕的文化饕餮盛宴 ； 非遗文化博物

馆、 密室逃脱、 宠物生活乐园、 机车主题空

间、 中古新零售集合店、 涂鸦街区、 滑板绿

地、 精酿潮玩咖啡以及世界各国美食争相入

驻。 未来， 还将有更多明星、 品牌、 潮流、

二次元文化等重量级 IP 陆续揭晓。

另悉， THE BOXX 还将与上海联通共同

打造 5G 创新场景应用基地 ， 基于 5G/MEC/

XR 的虚拟现实交互正在同步落地。 通过文

创商旅联合发展的战略以及数字 5G 技术的

引进， 引入大量平台型企业， 为寻求跨界合

作的青年社群提供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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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良

好的生态环境是人们诗意栖居

的重要保障。昨天上午，市十五

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听

取了关于本市 2020 年度环境

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

的报告。过去一年，上海圆满完

成“十三五”规划、污染防治攻

坚战和 2020 年度生态环境保

护各项目标任务。

过去一年中， 上海市民普

遍感觉到，“水晶天” 的频次变

多了。 2020年， 上海细颗粒物

（PM2.5） 年均浓度为 32 微克/立

方米， 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的

最低值 。 环境空气质量指数

（AQI） 同比上升 2.5个百分点，

优良率 87.2%，为历年最高。 数

字上“一低一高”，换来了市民

群众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天更蓝的同时，水更清、地

更绿了。2020年，全市主要河流

断面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为

95.0%，同比上升 7.7 个百分点。

森林覆盖率达 18.49%， 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达 8.5平方米。

优质的生态环境， 不仅让

人宜居安居， 也是城市核心竞

争力的重要体现。这一切，都离

不开监管执法的雷厉风行 。

2020 年，上海启动新一轮工业

企业 VOCs 综合整治， 全面完

成中小燃油（气）锅炉提标改造

和工业炉窑治理， 累计淘汰拆

解国三柴油货车 6.7 万辆。 水

环境方面， 全市累计完成 2.1

万余处雨污混接改造、1700 多

个直排污染源截污纳管和 54

座雨水泵站截流改造， 河湖基

本消除劣 V 类 。 土壤环境方

面， 完成全市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启动土壤污染防治“一网统

管”监督平台建设。

以“最严尺度”监管监督的

同时， 上海还不断创新方式方

法。 过去一年，从无人机、卫星

遥感到大数据技术， 上海积极

推行“非现场监管”，通过积累

存储丰富的数据，精准锁定“污

染源”，实现对症下药。

大数据赋能下， 生态环境

治理更精准。但同时，那些因一

时疏忽而轻微违法的企业同样

留有纠错空间。 上海在生态环境领域创新探索包容审慎

监管。譬如，出台《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罚清单》

等。在守牢环境底线基础上，还进一步扩大环评豁免和告

知承诺实施范围，实施环境执法“正面清单”。在临港新片

区，环评审批与排污许可“两证合一”的新探索率先落地。

今年，上海列出了一串具体数字：PM2.5年均浓度控制

在 35 微克/立方米以下；国考断面（40 个）水质达到或好

于Ⅲ类水体比例保持 65%以上；新增森林面积 5 万亩；全

社会环保投入占全市生产总值比例保持在 3%左右等。

指标之外，一系列新举措、新探索还将推动城市绿色

低碳发展之路不断走深走实。在崇明岛，碳中和示范区正

加紧培育；在“五个新城”，规划环评和项目环评联动的支

持力度进一步加大；在金山区，第三轮环境综合整治启动

实施。

老外街 THE BOXX 城市乐园效果图。

制图： 李洁

■本报记者 张晓鸣 通讯员 倪瑞

87.2%

习近平电贺通伦当选老挝国家主席
(上接第一版 ) 务实合作迈出新步伐 ，

双边关系进入构建命运共同体新时代。

去年以来 ， 我们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 生动诠释了中老命运共同体精神，

巩固深化了兄弟般友好情谊。

习近平强调 ，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 ， 中老关系处于承前

启后关键时期 。 我高度重视中老关系

发展 ， 愿同通伦总书记 、 国家主席一

道努力 ， 进一步巩固和拓展中老全面

战略合作， 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

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

高度。

同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电祝贺

潘坎当选老挝政府总理， 表示愿与潘坎

总理共同努力， 不断充实全面战略合作

内涵， 推动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事业不

断取得新进展。

习近平就马古富力逝世向哈桑致唁电
(上接第一版 ) 生前为推动中坦 、 中非

友好合作作出积极贡献。 他的逝世是坦

桑尼亚人民的巨大损失， 中国人民也失

去了一位好朋友。 中方珍视中坦深厚传

统友谊， 愿同坦方一道， 深化两国全面

合作伙伴关系，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党的百年华诞举行八项庆祝活动
(上接第一版)

据了解， 庆祝活动主要包括： 一是

结合巩固深化 “不忘初心 、 牢记使命 ”

主题教育成果， 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 二是以中共中央名义， 隆重

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

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 三是

以中共中央名义 ， 向为党作出杰出贡

献、 创造宝贵精神财富的党员授予 “七

一勋章”， 由中共中央总书记 、 国家主

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发证书， 颁

授勋章； 评选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全国先进基层党

组织； 向健在的党龄达到 50 年 、 一贯

表现良好的老党员颁发 “光荣在党 50

年” 纪念章； 组织开展走访慰问获得党

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 、 生活困难党

员、 老党员、 老干部和烈士遗属、 因公

殉职党员干部家属等活动 。 四是举办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大型主题展览，

全面、 系统、 生动、 立体地展示中国共

产党百年的光辉历程、 伟大成就和宝贵

经验 。 五是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型文艺演出， 邀请党和国家

领导人、 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代表、 基

层党员和群众代表等各界人士观看。 六

是中央宣传部将会同中央组织部、 中央

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 教育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 、

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召开庆祝建党 100

周年理论研讨会； 中央组织部将召开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党务工作者、 先

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庆祝建党 100 周年座

谈会和老党员老干部座谈会、 党的建设

历史经验研讨会； 中央统战部将商各民

主党派中央 、 无党派人士和全国工商

联， 召开各界人士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座谈会。 七是以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年来的光辉历史、 伟大成就和宝

贵经验， 以及各个历史时期涌现出来的

先进典型为主要内容， 制作播出大型文

献专题片和专题节目； 创作推出一批具

有较高思想艺术水平的戏剧、 音乐、 舞

蹈和电影 、 电视剧等各类优秀文艺作

品 ； 推出一批重点党史著作和理论文

章； 编写推出 《中国共产党的 100 年 》

等重点出版物； 以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为

主题 ， 发行纪念邮票 、 纪念封和纪念

币。 八是在全国城乡广泛开展 “永远跟

党走” 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各地

特别是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地

方， 将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 结合本地

实际， 围绕党史重要事件、 重要活动和

重要遗址旧址等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

祝活动。

据介绍， 庆祝活动将严格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有关要求， 确保隆重热烈、 务

实节俭、 安全有序。

中宣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王晓

晖介绍情况， 中组部副部长傅兴国， 中

宣部副部长、 文旅部部长胡和平， 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 中央军

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助理李军共同出席新

闻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中宣部副部

长、 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徐麟主持新闻发

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