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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嘉旖

■本报记者 唐闻佳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徐俊达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债权），已于2022年
1月21日依法转让给徐俊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特此将下表所列债权及相
关权益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笔债权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人、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人、
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下称“义务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作为该笔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出让人，徐俊达作为该
笔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徐俊达履行相应合
同约定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人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因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继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至基准日2021/10/18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给徐俊达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结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
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
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详细清单见附表
联系电话：1.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02138852061
2.徐俊达15224095873
附件：抵押债权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徐俊达抵押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义务人名称

张加宜、张桓畅

抵押贷款合同编号

个人循环授信额度合同（含
最高额抵押条款）（2020年2
月版）合同编号：平银（上海）
个循抵字（2020）第

（RL20200603003766）号

贷款本金余额

5,851,764.25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费用

按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做出的
（2021）沪0115民初75515号民事调解

书确定的方式计算

排列5第22025期公告
中奖号码：97419
每注奖金100000元

排列3第22025期公告
中奖号码：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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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彩公报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295063726.09元

七星彩第22011期公告
中奖号码：802929+10
一等奖 0 0元
二等奖 5 114203元
三等奖 19 3000元
四等奖 825 500元
五等奖 15875 30元
六等奖 540610 5元

本报讯 （记者储舒婷）2022年上
海市普通高校春季考试招生志愿填报
最低成绩控制线为256分。记者昨天从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获悉，今年春考有4.7
万余名考生报名参加，25所本市试点院
校参加春季招生，82个招生专业均为各
校特色专业或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招
生计划共计2627个，与2021年相比增
加了101个。

市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2022年
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考试招生采用“统
一文化考试+院校自主测试”的招生模
式。考生统一文化考试成绩总分（含政
策性加分）须达到志愿填报最低成绩控

制线，其中应届高三考生还须取得思想
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
信息科技7门科目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
考试的全部合格成绩，方有资格参加春
季招生志愿填报。

春季招生志愿填报安排于2022年2
月19日9:00-21:00，2月20日8:00-16:00
在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上海招考热线”网
站上进行。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根据自
己的兴趣和各招生院校的招生章程，规
划院校及专业志愿的填报，对于设置男
女比例、身体条件等要求的招生专业，考
生必须仔细对照，确保自己符合条件再
进行填报。各招生院校还会在招生章程

中注明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使用办法，
考生也应提前查阅知晓。

具有春季招生志愿填报资格的考生
最多可填报2个专业志愿。这2个专业
志愿可以是同一所院校的2个专业，也
可以是2所院校的各1个专业。

2月22日，各招生院校公布各招生
专业的自主测试资格线及测试安排，考
生可以通过报考院校的网站查阅，并根
据院校的安排参加自主测试。市教育考
试院特别提醒，若因疫情等因素对招生
录取工作有调整，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发
布公告，请考生密切关注“上海招考热
线”网站信息。

春季招生志愿填报于2月19日、20日进行

上海春考最低成绩控制线为256分

2022年新开年，对上海大型三甲
医院来说更蕴含“新”意。

位于宝山顾村的华山医院北院在
运行9年后，于去年底告别独立建制，
更名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宝山
院区”，整建制并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
医院。由此，2012年上海郊区新建的
4家医院均已告别独立建制、回归母
体医院，其他3家分别是：位于嘉定新
城的瑞金医院北院、闵行浦江镇的仁
济医院南院、浦东临港的第六人民医
院东院。

分院回归母体医院，不仅仅是“旗
下多了一家医院”这么简单。放眼上
海乃至全国的医疗版图，不少大医院
均已告别“单院区”发展态势，迈入“多
院区”时代。

以华山医院为例，其以上海市中
心总院为核心，在宝山、虹桥、浦东、福
建设有多院区——立足上海、辐射全
国的大格局就此成型，吹响开启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新征程的号角。

完成“填白”使命后，“身
份”理顺带来新动能

华山医院宝山院区扎根顾村9
年，给当地带来肉眼可见的变化。

这座新建医院于2012年12月18
日开业，核定床位600张，是集医、教、

研于一体的三级综合医院，开设内、外、
妇、儿、中等36个临床和医技科室。自
开业之初，华山医院10个国家教育部重
点学科、20个卫生部临床重点专科就悉
数“输出”，打出一手“名科”品牌。

这家医院的医疗服务半径覆盖顾
村、大场、杨行等10多个居住区的100多
万居民，开业9年来，门急诊量逐年提
升，由每年32万人次增长到110万人次，
而门急诊和出院均次费用始终保持全市
低位，让上海西北地区居民能安心在“家
门口”就医。
“当时，上海近郊的不少地区没有三

甲医院，甚至没有三级医院，落户顾村的
华山北院肩负着这一‘填白’的使命。”华
山医院党委书记邹和建回忆，上海郊区
彼时新建的4家三甲医院均肩负着缓解
区域百姓“就医难”的使命，与此同时，4
家新医院还成为了医改“试验田”，先期
在这里实行的“药品零加成”等医改举
措，后来在上海全市推开，惠民效应持续
放大。

如今，作为独立建制健全发展起来
的这些“新三甲”悉数回归母体医院，
则被认为是推动“十四五”公立医院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这其中，华山
医院宝山院区的“诞生”，更具突破性
的意义：这是在国家卫健委、上海市共
建共管机制下，上海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又一创举与具体成果。“身份”的理
顺，为的不是别的，正是“各就各位、全力
起跑”。

更高起点出发，融入区域
品质发展新格局

2021年12月28日，就在“华山医院宝
山院区”揭牌同时，宝山区与华山医院签
订“华山—宝山”医联体合作框架协议。
宝山区期待在新一轮发展中，以华山医院
一体化管理为契机，“华山—宝山”继续紧
密合作，依托华山的品牌优势，进一步提
升宝山区市民健康服务水平。

放眼全市，医院的“动线”变化牵动
着老百姓的目光。随着上海“五个新城”
建设提速，一张未来优质医疗的新蓝图

在徐徐展开。就在2021年10月，一批民
生重大工程在五个新城集中开工，其中
就包括上海5家顶尖三甲医院在“五个
新城”新一轮建设的重点项目。

助力新城成为引领高品质生活的未
来之城，上海积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辐
射新城，市级医院在“五个新城”新一轮
建设的重点项目是：奉贤新城—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奉贤院区一
期工程，嘉定新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部院区二期扩建工
程，松江新城—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
部院区二期扩建工程，南汇新城—上海
市第六人民医院临港院区二期扩建工

程，青浦新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国
家医学中心项目一期工程。简言之，一个
新城“入驻”一家三甲医院，总投资概算
77.72亿元，新建总建筑面积742983平方
米，新增床位共计3000张。

就在今年1月4日，闵行区卫健委与
仁济医院正式签署合作共建一家全新医
院——浦江医院，总投资约4亿元，委托仁
济医院全面管理。这是2012年全新的仁
济医院南院区落户浦江之后仁济与闵行的
“再牵手”，新建医院将着力打造综合康复
体系、慢病管理体系、肿瘤防治体系三大体
系，融入区域品质发展新格局。

破局“未来医学”，牵引医学
科技新业态

“大三甲”纷纷掀开“多院区”时代，寓
意是什么？据业内人士观察，多院区各有
“人设”，各自承担独特使命，不仅有望惠及
更大区域的百姓，更有望以其高峰学科、尖
端品牌带动康复、养老、创新药物研用等新
业态、新生态，引领医学新发展格局。

以华山医院宝山院区为例，将迎来由
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领衔的国
家传染病医学中心落户。2021年，上海迎
来两大国家级医学中心落“沪”，一是国家
神经疾病医学中心，一是国家传染病医学
中心，两大中心均花落华山医院。

华山医院也据此落定总体新规划。华
山医院院长毛颖介绍，华山医院虹桥院区
将以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入驻为新发力

点，构筑神经系统疾病为主的学科群，
并由此带动康复、养老等领域新业态，
“虹桥院区牵引的是学科群，同时也是
新医学产业群。”

与此同时，华山医院总院主攻各学
科疑难重症。华山医院浦东院区主打
康复医学、运动医学、皮肤与医学美容
等学科。华山医院宝山院区根据区位
人群特点持续做深急诊医学、老年医学
等学科。宝山方面也希冀，以华山医院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实体建设为契
机，让复旦大学、华山医院深入参与宝
山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中，共同推动更
多科技成果深度孵化转化、结出硕果。

毛颖表示，华山医院将以“高质
量”“一体化”为关键词，在医疗技术、
科研创新、人才培养、服务国家重大战
略上持续发力，更好彰显委属委管医
院保障市民健康、服务人民城市的引
领示范作用。

破局“未来医学”，俨然是医院多
院区布局后更大的新目标。2021年
12月18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海南医院暨博鳌研究型医院
（瑞金海南医院）投入试运行。海南博
鳌乐城是国际最先进创新药械进入中
国市场的重要通道，走出上海的瑞金
海南医院一大目标是与国内外同道一
起在海南积极开展新药、新械、新技
术、新方法的“首用”，让更多产品加速
进入中国市场，并积极开展真实数据
研究，为我国先行先试积累经验。

位于宝山区顾村的华山北院运行9年后整建制并入华山医院

上海大型三甲医院迈入“多院区”时代，擘画优质医疗新蓝图

以前那些住在郊区、户口仍在市中心
的“人户分离”老人，因相关政策所限只能
对着家门口养老院“望床兴叹”。如今入
住卡点被打通了。市民政局昨天透露，本
月起上海全面推行养老床位统筹及轮候
试点。只要满足一定照护等级的老年
人，就可在相关信息平台“线上轮候”，确
保老人“有床位可供入住、有意向可供排
队、有清单可供选择”。特别是“人户分
离”老人也被纳入所居住区域统一保障。

郊区养老院也能新增“客群”

“跨区域”统筹养老床位，多位市人
大代表已呼吁多年。他们在调研中发
现，中心城区、郊区养老床位长期存在
“冷热不均”现象。一边是中心城区“一
床难求”，另一边是有的郊区养老院床位

长期“空转”。这种“冷热不均”，既源于
养老观念上的差异，也受限于各地机构
入住政策的不统一。

代表们还发现，新建郊区养老机构
设施新、床位多，吸引了不少“潜在用
户”。特别是那些已习惯迁居郊区的市
区动拆迁老人。然而，他们中的相当一
部分属于“人户分离”情况。根据部分区
域政策，许多公办养老机构仅接收住所
在街镇或所在区的户籍老人，不少有心
入住的老人被“挡在门外”。

为此，试点专门为这些老人“开口
子”，畅通他们的入住卡点。“人户分离”
老人可以申请居住地或户籍所在地的保
基本养老床位。这样一来，郊区养老院
也能新增“客群”。

人的问题解决后，下一步要解决床
位问题。根据试点方案，上海将分层建
起两大“统筹池”。第一，中心城区和郊
区每个区分别建立不少于100张和200
张床位的区级保基本养老床位统筹池。

第二，中心城区和郊区每个区分别提供
不少于50张和100张床位纳入市级统筹
池。此外，市级统筹池在区级统筹池床
位达到一定使用比例后（试点期间为
60%），向该区开放。

从前期试点情况看，目前郊区可用
床位总量更多。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相
关负责人葛健表示，打破不同行政区之
间的边界，是为了在更大范围内统筹协
调存量资源，试点期间的床位数并非一
成不变，后续也会结合实际情况动态调
整“统筹池”。

确保“一张床”的分配公平

一端是人，一端是床，正处于全面推
进数字化转型的上海，巧借信息系统嫁
接起供需两端。经评估后达标的老人，
可通过上海市养老服务平台“一键查询”
进行入住申请、排队等候。有空余床位

的机构可直接申请入住；无空余床位则
先预约排队，一旦有床位空出，工作人员
将主动联系。除本人申请外，老年人家
属、养老顾问等也可协助办理。

信息系统的到来，不仅解决了供需
匹配，更借由信息流转回答了另一个重
要问题——究竟该让谁优先？

公办养老机构的床位分配事关公
平。为此，上海既延续了既往统一标准，
将公办养老资源向需求更迫切的群体倾
斜。譬如，确保经济困难对象和特殊对象
等优先入住。与此同时，上海还将养老服
务资源放到一个盘子中统筹协调，按照本
街镇、本区、本市的优先次序进行排队轮
候。这既满足了老年人入住家门口养老
院的愿望，也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科学统
筹调配，让有限资源得到更高效利用。

信息在后台顺畅流通，还更便于机
构精准筛出特困人群，匹配个人信息，确
保机构资源能更公平合理地分配到最需
要的人手上。

上海本月起全面推行养老床位统筹及轮候试点

告别“望床兴叹”，家门口养老院可“线上轮候”

2022年春节不少沪上高校学生
选择留校过年。为了让留校学生过上
一个暖心、平安与幸福年，各大校园纷
纷在食堂推出了美味的“虎虎生威”新
春套餐，还有的邀请学生一起动手包
饺子、做点心。不少高校还精心准备
春节大礼包、陆续启动丰富民俗体验、
文化展览和讲座等，让寒假期间的学
生感受关爱不停歇。留校学生品年
味、领年货、赏年俗，足不出校就能感
受到越来越浓的年味。

昨天是传统节日“小年”，同济大
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杰与90余
名留校学生共贺小年、同享晚餐。菜
单已经早早定好，河虾仁、松子富贵
鱼、黑椒牛肉粒、芦笋炒鸡枞菌、金丝

羊排、清水牛排、土鸡焖花卷、咸蛋黄菌
菇，都是红红火火的过年菜。

为迎接“小年夜”，上海理工大学精
心准备了组合“套餐”。思南餐厅入口处
摆满各地特色小吃，如北方的粘糕和南
方的年粽等，学生可以参与游戏并品尝
试吃，领略特色年俗文化，品尝传统节日
里的家乡味道。餐厅门口专设的年货展
示帐篷里，学生可以了解中华传统节日
小年夜习俗并参加答题竞猜，获奖者可
领取属于自己的特色“年货”，包括春联、
窗花、福字、剪纸、中国结等。

上海交通大学船建学院的留校师生
用一场自己准备的饺子宴迎接即将到来
的新年。牛肉馅儿、猪肉白菜馅儿、素三
鲜馅儿……不会包饺子的学生，还有老
师手把手教，高年级学生则热情地给大
一新生们传授校园生活经验。一盘盘热

气腾腾的饺子，搭配上披萨、洋葱圈、热
狗面包卷、烤翅、海陆拼盘等各类美味的
小食，幸福感满满。

东华大学食堂布置一新，高高挂起
的大红灯笼带来了熟悉的年味。“虎虎生
威·东坡肉”“喜笑颜开·盐水虾”“同窗相
拌·时蔬双拼”……美味菜肴配上喜庆的
名字，年味浓浓。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避免聚集，菜品以套餐的形式发放，
新年也需将‘防疫记于心’。”

在春节这个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期
间，新春民俗、国家级非遗等“中国风”刮
遍校园，让大学生从青春视角焕新传统
民间艺术。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虎”代表什么意
义？还有哪些与“虎”有关的成语？在小
年这天，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举行了“虎年
说虎”的春节文化讲座，让留校学生了解

虎符、虎头帽、虎头鞋等虎文化图腾，
还能现场体验剪纸，欣赏各类特色民
俗物品。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
院则向留校学生送出了“国潮”新春
礼品，比如手工搭建中国古典建筑和
神话人物的拼图，既让同学们在寒假
期间体验手工拼装的乐趣，也可以用
来装饰寝室。

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生社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桃花
坞木版年画跨年展，以新颖的年画文
创让传统民间艺术融入当代生活。
此次展览是由学生参与联合策展，
年轻人的创意、青春的视角和传统艺
术品的融合，让展览更具有互动性和
趣味性，让留校学生感受江南文化审
美趣味。

让留校学生过上一个暖心平安幸福年

品年味领年货赏年俗，足不出校感受年味
■本报记者 储舒婷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上海市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信息，根
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本市于1
月25日20时起，启动在沪18岁及以上
外籍人士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接种登
记预约和3-11岁外籍人士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登记预约，并于1月26日开始疫
苗接种。

根据“知情、自愿、自费、风险自
担”原则，自愿进行加强免疫接种的在
沪18岁及以上外籍人士，以及自愿接
种新冠病毒疫苗的3-11岁外籍人群可
凭护照、国际旅行证件或身份证明，通
过“健康云”平台进行线上预约登记，

3-11岁外籍人群登记时须同时提供家
长或监护人的相关信息（包括姓名、证
件及联系方式等）。

上述人群根据预约信息，携带护照、
国际旅行证件或身份证明前往预约登记
点，现场出示“接种条码”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免责承诺书后，按照工作人员指引
进行接种。严格落实留观区观察30分
钟，无异常后方可离开。

3-11岁外籍人群还需携带预防接
种证（如有），并由家长或监护人陪同，家
长或监护人无法陪同的，可委托其他人
员陪同，并签署委托书、知情同意书和免
责承诺书。

3-11岁外籍人士可登记预约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18岁及以上外籍人士疫苗加强免疫接种启动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上海市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信息，根
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本市于1
月25日20时起，启动在沪18岁及以上
港澳同胞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接种登
记预约和3-11岁港澳同胞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登记预约，并于1月26日开始疫
苗接种。

根据“知情、自愿、风险自担”原则，
自愿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且符合条件的在
沪港澳同胞可通过“健康云”App等进行
加强免疫接种在线预约登记。携填报时
登记的有效证件在约定时间前往预约的
接种门诊进行加强免疫接种。70岁及以
上人群接种时，要由家属或志愿者陪同。

自愿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3-11岁在
沪港澳同胞可凭公安部门制发的港澳居
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通
过“健康云”平台进行在线预约登记，登记
时须同时提供家长或监护人的相关信息
（包括姓名、证件号码及联系方式等）。

3-11岁在沪港澳同胞根据预约登
记，在家长或监护人陪同下，携带港澳居
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前
往预约登记点，现场出示“接种条码”并自
愿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按照工作人员指
引进行接种。严格落实留观区观察30分
钟，无异常后方可离开。家长或监护人无
法陪同接种的，可委托其他人员陪同接
种，并签署《委托书》和《知情同意书》。

3-11岁港澳同胞可登记预约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18岁及以上港澳同胞疫苗加强免疫接种启动

华山医院宝山院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