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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昨天，由共青
团上海市委指导，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市
金融青年联合会、市信息化青年人才协会
联合主办的“ 对话·同行”午后财经茶座
的首场活动———“ 金融资本对话实体经
济”互动活动在上海期货交易所举行。来
自全市部分金融机构的高管代表、各界企
业家代表以及有关方面专业人士共40余
位嘉宾济济一堂，共同围绕金融机构如何
与实体企业实现顺畅对接、合作共赢的主
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和深入交流，并提出了
一系列有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团市委书记潘敏，市青联副主席、市
金融青联主席、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党

委委员、外汇管理部主任、国家外汇管理
局上海分局副局长郑杨出席活动并致辞，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万建
华，市青企协执行会长、申能（ 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吴建雄，团市委
副书记、市青联主席钟晓敏，团市委副书
记徐彬，市青联副主席、市青企协副会长、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
长顾国明，市青企协理事、文汇新民联合
报业集团副社长高韵斐，市青企协执行会
长、上海致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严
健军，市信息化青年人才协会会长、龙软
集团（ 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剑飚等嘉
宾应邀出席活动并参与演讲和研讨。

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昨天，市政协
主席冯国勤等来到共青团上海市委，看望
共青团和青联界别政协委员，就充分发挥
政协界别作用，做好新形势下的青年工
作，更好地团结、引导和服务青年，与共青
团、青联工作者座谈。

市政协常委、团市委书记潘敏汇报了
近年来上海共青团重点工作情况。今年，
上海共青团将着重开展倡导青少年志愿
和公益行动等学雷锋活动，举办包括青年
原创艺术作品展演、青春诗歌征集、青年
文化讲坛、文化新人评选等的“ 唱响青
春———上海青年文化风尚季” 系列活动。
共青团、青联界别的骆新、梁信军、刘庆元
委员及缪晓宝委员结合上海青少年工作
形势和特点，建议“ 聚人”、“ 助人”、“ 服
人”结合，鼓励青少年参与形式多样的文
体和文化创新活动，树立学习楷模；健全
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体制机制，服务对象
向来沪青少年拓展；加强传统文化学习和
人文教育，提升青年群体对建设文化大都
市的认知和参与度等。

冯国勤指出，近年来，团市委积极探
索加强青年工作途径和方法，广泛开展青
春世博行动和主题教育实践，支持青年创

新创意创业，推进青年志愿者行动，开展
青年思想状况系列调研，工作有激情、有
创新、有成效。十一届市政协32个界别中的
共青团、青联界别共有委员22名，团青界别
委员联手为大学生提供工作和见习岗位，
开展就业导航服务，连续11年举办沪港澳
青年经济发展论坛，团结高层次青年人才，
参与开展“ 大学生与政协委员面对面”等
活动。希望团青界别委员坚持深入基层、
深入青年，表达青年愿望诉求，引导青年广
泛、有序进行政治参与，在尊重多样性中保
持一致性。市政协要进一步为团青界别委
员履职创造条件，支持团市委和青联工作，
团结引导广大青年积极践行“ 公正、包容、
责任、诚信”价值取向，热爱祖国和人民，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
推进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凝聚智慧和力量。

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秘书长陈海
刚，团市委副书记、市青联主席钟晓敏，团
市委副书记夏科家、徐彬、徐未晚，团市委
党组成员、副巡视员、市少先队总辅导员
赵国强，市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党委书记、
常务副院长褚敏，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
事长吴仁杰，市少先队名誉总辅导员沈功
玲参加调研。

本报讯 为纪念雷锋同志逝世50周
年，积极倡导青少年践行“ 公正、包容、责
任、诚信”的价值取向，由市文明办、市教
委、团市委、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市
记协、市广电协会为指导单位，由上海东

方青少年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中华小记者
上海教育活动基地主办的“ 助人乐、我做
起”———上海中华小记者学雷锋活动，昨
天在来沪务工人员子弟学校江南新村小
学正式启动。

为癌症晚期患者提供更多关爱
18个区县将各设一个“ 舒缓疗护”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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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顾金华 秦岭的微博
引起众人关注，昨天市卫生局局长徐建
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市委、市政府
已高度重视关心癌症晚期患者的治疗和
生活，为了给他们提供更多社会的关爱，
本市今年将积极推广闸北、杨浦在为癌
症晚期患者生命最后时间提供临终关怀
的做法和经验。据悉，今年拟在全市18个
区（ 县）都确立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内专门设立“ 舒缓疗护”病区，配备专
职医护人员，专门接诊收住癌症晚期患
者，并且这已被列入2012年市政府实事
项目之一。

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满足癌症晚期
患者治疗、生活的关心和需求，本市各级
卫生部门和一些区县都在积极探索和尝
试，闸北区临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17年
前就专门设立了临终关怀病房，专门收治
癌症晚期患者，去年一年，该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共收治癌症晚期患者147人。杨浦
区在关心癌症晚期患者上推出了“ 居家宁
养”方法，对癌症晚期患者按照“ 分级管
理、适宜服务”原则，提供基础性医疗服务

（ 免收出诊费）、为疼痛者免费提供镇痛
药物、提供患者或家属医疗咨询和信息服
务、对家属护理指导和心理关怀与支持等
服务。2008年至2011年10月三年间全区共
为925名晚期肿瘤病人提供适宜的居家临
终关怀，免费服药投入30余万元，实现了

“ 关心一个人，关怀一家人，感动一群人”
的社会效益。

另据市卫生局介绍，调查显示，上
海近年来每年肿瘤死亡3.6万人，70%癌
症晚期病人需要居家宁养，给予止痛、
心理安抚等“ 舒缓疗护”及临终关怀。
为此，市委、市政府对癌症晚期患者高
度予以重视。沈晓明副市长还专门前往
闸北、杨浦等区县进行这项工作的调
研。目前，在全市各区县设立“ 舒缓疗
护”病区已被列入今年市政府实事项目

之一。
据了解，“ 舒缓疗护”（ 临终关怀）

由市、区两级政府出资，市自然基金会、
市红十字会慈善机构给予资助，试点在
每个区选定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专设
10张病床接纳所在区域内的癌症晚期患
者，并开展“ 居家宁养”等临终关怀服
务。由市红十字会每月给住院病人提供
2000元医疗补助，“ 居家宁养” 的每月
1000元补贴医疗费用。给癌症晚期患者
免费提供止痛药。该项目现已启动，目前
18家设立“ 舒缓疗护”病床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正进入人员培训、病房装修阶
段。年内，所有试点病房都将完成并开始
接纳癌症晚期患者。

2012年上海市政府实事舒缓疗护
（ 临终关怀）项目试点单位

松江区中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杨浦区四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金山区亭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宝山区月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宝

山区红十字护理院）
嘉定区新城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嘉定区老年护理院）
奉贤区庄行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东新区迎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静安区静安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青浦区徐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闵行区莘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黄浦区老年护理医院）
崇明县城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闸北区临汾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虹口区提篮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长宁区程家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普陀区石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普陀区长征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徐汇区华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本报讯 记者 顾金华 去年，申城各
类 禁 烟 场 所 内 吸 烟 发 生 率 同 比 下 降
0.5%，但劝阻率也下降了0.4%。昨天，是
沪版“ 禁烟令”实施两周年纪念日，市政
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 2011年上海
控烟白皮书”，在16类法定禁烟场所中，
吸烟状况最严重的前3位，仍然是互联
网、娱乐和餐饮场所，网吧吸烟率则高居
榜首；而几乎所有场所的控烟知晓率均
有所下降，互联网和娱乐场所的控烟满
意度也最低。

吸烟发生率同比下降0.5%
据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副主任李

忠阳介绍，《 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
例》 实施两年来监测显示，2011年本市各
类法定禁烟场所内吸烟发生率由2010年同
期的18.6%下降至18.1%；劝阻率由2010年
同期的54.1%下降至53.7%，同比基本持平。

去年全年，上海各类法定禁烟场所
内吸烟发生率有所下降，各类控烟重灾
区都有罚单“ 落地”。李忠阳透露，去年
年内，全市控烟志愿者共对26类34431个
场所开展了控烟巡查；各控烟监管部门
共检查各类公共场所492988家（ 次），责
令整改5315家（ 次），整改到位率95.4%。
对于各类法定禁烟场所立案处罚并罚款
66家、个人5名，处以罚金共计157750
元。5名个人受罚者中，2名是在餐饮场
所内吸烟人员，3名是在医疗机构内吸
烟人员。

记者同时注意到，对备受关注的公交
从业人员，特别是出租车驾驶员违反控烟
规范，2011年也相应开出罚单。来自市交
港局执法总队的数据显示，去年一年，对
违反控烟规范的公交从业人员，主要是出

租车驾驶员予以立案处罚96次，罚金共计
4950元。

网吧控烟状况仍不容乐观
昨天发布的《 2011年度上海市公共

场所控烟状况报告》数据显示，16类法定
禁烟场所中，吸烟状况最严重的前三位
仍是互联网、娱乐和餐饮场所。其中，“ 互
联网”和“ 娱乐”场所吸烟发生率排名前
两位，分别为54.0%和43.8%；但数据同时
显示，年内两次监测结果显示，互联网与
餐饮两类场所内吸烟现象有所遏制、控
烟状况趋于改善。

此外，数据显示，从《 控烟条例》规定
的16类禁烟场所来看，知晓率最高的是国
家机关公共办事场所，知晓率为91.8%；最
低的则是机场、客运站，为78.4%；但监测
显示，几乎所有场所知晓率均有不同程度
的下降，“ 机场、客运站”知晓率从91.5%
下降到78.4%。

而在控烟满意度方面，青少年活动
中心的满意度最高，为96.3%，其次是学
校和卫生机构，为92.3%；而满意度最低
的为互联网和娱乐场所，仅为68.4%和
67.1%。

今年还将增加800名控烟志愿者
据了解，今年还将增加800名控烟志

愿者，发动志愿者对重点场所控烟状况进
行巡查、组织开展各类控烟专项调查。另
外，还将定期开展控烟舆情调查，公布控
烟情况。

除在执法力度上加压外，本市相关部
门还正在研究探讨技术禁烟新措施，例如
设置室内烟雾探测器以及监测包括烟雾
指标在内的PM2.5等。

网吧仍居控烟“ 重灾区”首位

冯国勤等领导到团市委调研。 本报记者 吴恺 摄

发挥界别作用 更好团结青年
冯国勤等市政协领导到团市委调研

“ 金融资本对话实体经济”互动活动昨举行

上海中华小记者学雷锋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