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年上半年全市近500家医疗机构信息将互通
副高以上专家每周至少2天半坐堂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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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顾金华 郊区新三级医

院建设完成，医疗资源布局调整逐步深
化，统一预约平台打造完毕，市民预约专
家更便捷。记者昨天从市卫生局获悉，历
经三年的努力，本市医改已经取得四大阶
段性成功。预计明年上半年将实现全市17
个区县、近500家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的整
合和互通共享。

医疗服务价格机制逐步完善
记者获悉，历经三年努力，郊区三级

医院建设的“ 5+3+1”项目，已基本圆满完
成。目前4家新建三级医院已开张运行，3
家郊区中心医院即将完成提升等级工作，
1家三级医院已全新搬迁。

浦东、新虹桥两个国际医学园区建设
也在逐步推进，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和国际
高端办医力量，有效促进了现代医疗服务
业的发展。

医疗服务价格机制也逐步完善。据了
解，市卫生部门分批调整收费项目，降低
容易诱导消费的检查检验项目收费标准；
提高体现医务人员劳务价值的临床手术
项目、中医服务项目和长期偏低的床位
费。推进医保总额预付制，设立了卫生医
保联合投诉电话，完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
机制，市、区县分别成立医患纠纷人民调
解工作办公室，各区县均成立了医患纠纷
人民调解委员会。

数据显示，去年9月至今年10月，全市
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共受理医患纠纷
3100多件，调解成功近2200件，调解达成
率高达70%。

市民看病就诊也更加便捷
与此同时，市民看病就诊也更加便

捷。据介绍，各医院增加门诊专家力量配
备，积极落实副高以上专家每周至少2个
半天门诊，普通门诊有副高以上专家把
关，并开设双休日门诊、午间连续门诊、夜
间专家门诊等。

今年，在全市卫生系统开展“ 关爱患
者，从细节做起”文明服务主题活动中，全
市医疗机构已推出近5000条方便患者就
医举措。

此外，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为核心的卫
生信息化建设，目前已完成项目一期建
设，实现全市三级医院和8个试点区的医
疗信息整合，采集了3000余万个人基本信
息、1亿多条各类诊疗信息。二期项目已立
项，预计明年上半年将实现全市17个区
县、近500家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的整合和
互通共享。

另外，探索在全市统一公共平台上，
建立了统一标准规范和考核评估要求的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三年来已累计
招录6089名住院医师，已有1115名医师完
成培训并陆续就业。

“ 上海的公立医院改革已进入‘ 深水
区’，改革任务将更加艰巨。”市卫生局局
长徐建光表示，上海在优化医疗资源布
局、健全医疗服务体系上已取得重大进
展，下一步将在完善体制机制和推进资源
整合上下功夫，进一步强化公立医院的公
益性，构建起全新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让医改成果更多、更好惠及百姓。

本报讯 记者 陈轶珺 受寒潮低温侵
袭，昨天本市的最低温度降至零度以下，
沪上轨交、公交、出租全面启动防寒措施
积极，确保早高峰市民出行正常有序。记
者昨天上午从浦西、浦东两大公交公司了
解到，由于提前做好了防冻防寒工作，本
市900多条公交线路上午头班车均正常发
车，未发现车辆被冻情况，16000多辆公交
车运营基本正常。

前天市中心气象台发布了霜冻黄色
预警后，巴士集团及时启动公交防寒防冻
应急预案，下属11家公交企业就提前落实
低温严寒期间的防寒防冻工作，机务部门
组织力量营运车辆进行了全面检查，确保
车辆设施完好，带病车严禁上街营运，所
有营运车辆使用-10号柴油，水箱加注防
冻液。此外，巴士集团和二级公交企业大
屏监控中心还充分利用短信发布平台，及

时发布天气及路堵情况信息，提醒公交车
司机低速行驶，注意行车安全。

昨天上午，公交司机提前上岗，做好出
车前的例保，并在重点路段设置安全监控
岗，增派管理人员观察路段，加强对易冰冻
路滑路段的现场指挥，加强现场管理，确保
车辆安全运营。同时，还配备了抢修专用车
辆，随时待命急救抛锚车辆减少道路拥堵。

地铁管理部门也下达了全网防寒冻
工作指令，要求各条线路加强露天郊区线
道岔、触网、轨道等关键设施设备防寒冻
爆裂维护，确保轨道的正常运营。

而在出租车方面，强生、大众、锦江、
海博四大电调中心昨天早晨一片繁忙，叫
车电话此起彼伏。由于昨天正值周一，早
高峰从上午6点15分左右就出现了，比以
往提前了45分钟。由于出租车均提前加注
了防冻液，未出现车辆被冻情况。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昨天，共青团
上海市奉贤区第四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中共奉贤区委书记时光辉，共青团上海市
委书记潘敏，中共奉贤区委副书记、区长
庄少勤，奉贤区人大主任陆兴祥，中共奉
贤区委副书记张小松，中共奉贤区委常
委、区委组织部部长戴晶斌，奉贤区副区
长缪京，奉贤区政协副主席程云华等领导
出席开幕式。全区群团组织领导、区老干
部代表、各直属团组织分管领导、区青联
常委、少工委主任等同时与会。

奉贤团区委书记邵丹华作了题为《 情
系奉贤热土，迈上崭新征程———在加快推
进“ 三化两建设”的火热实践中奏响青春
最强音》的工作报告。

报告全面回顾了三年来奉贤区共青
团工作，客观分析了当前奉贤青年群体的
变化和共青团工作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
机遇，强调指出奉贤共青团在今后三年
要大力加强团的能力建设，通过“ 柔性管

理”、“ 同心多向” 等机制建设，通过
“ 微”组织互动、“ 伙伴关系”建立等活

动方式，不断增强共青团的学习能力、创
新能力、协作能力、服务能力和凝聚能力，
强化组织文化建设，团结带领全区广大青
少年为奉贤加快推进“ 三化两建设”、建
设现代化滨海新城而奋发有为，使奉贤共
青团的建设与奉贤快速崛起的发展态势
相协调，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历史使命
感，团结奋斗，开拓进取，围绕党政中心工
作，在服务奉贤发展大局中再创新业绩、
再做新贡献。

中共奉贤区委书记时光辉代表区委
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共青团上海市委书
记潘敏代表团市委对大会的召开表示了
祝贺，同时要求奉贤区共青团工作以十八
大精神为指引，不断深化青少年思想教育
和引领；以服务大局、服务青年为重点，不
断提升团的服务能力；以改革创新为动
力，不断加强团的自身建设。

早高峰
镇坪路桥、昌化路桥压力大减

去年12月江宁路桥封桥重建之前，据
统计其早高峰北向南流量约为每小时
1000辆次车，晚高峰南向北流量约为每小
时700辆次车。昨天早晨八点半至九点之
间，记者驾车驶上江宁路桥观察发现，车
流量并不像封桥之前那么多。记者在周边
的昌化路、长寿路等路上随访出租车司机
时，一些司机表示，大概还有一些人并不
知道新桥开通的消息，预计后几天桥上车
流会逐步增多。

而镇坪路桥、昌化路桥上车流量显然
少于之前，家住普陀区的刘先生反映，昨
天虽然是周一，天气又冷，但是他早上驱
车经过镇坪路桥去上班，路途上花费的时
间比之前减少了20分钟左右。

据路政部门统计，昨天早高峰期间镇
坪路桥的车流量比之前减少了50%，昌化
路桥减少了10%左右。而路政部门在新建
桥梁桥面上布设了电子称重仪，定期监测
超重超载违法车辆，确保新江宁路桥正常
合理使用，昨天并未发现违法车辆。

晚高峰
不少自驾族反映出现拥堵

与早高峰时较为轻松的状况相比，昨

天的晚高峰时，不少自驾族反映遭遇了拥
堵。

“ 都半个多小时了，还在桥上。”家住
普陀区、在静安区上班的市民余小姐听说
江宁路桥重新通车的消息后，昨天晚上下
班时赶快来蹭个新鲜，她告诉记者，从五
点半上桥到六点多都没能下桥。“ 希望交
警部门能多采取一些疏导措施。” 余小姐
呼吁。

“ 昨天是平安夜，早早下班了，但在桥
上堵了整整半个多小时，与朋友约吃饭也
迟到了。”市民李先生也如是反映。

晚饭后
不少居民把桥面当做晚练场所

“ 晚上桥上的灯光很美啊！”家住中
远两湾城的乔大爷，从上周六晚上起每天
晚饭后都来到江宁路桥上的行人道散步，
他表示，新桥宽敞而整洁，景观灯贯穿桥
头桥尾，走在上面心旷神怡。记者得知，不
少家住附近的居民晚上都来到桥上的人
行道上快走或慢跑，把这里当成了晚练的
地方。

“ 骑车在桥上感觉比以前更好了。”
爱健身的市民孙小姐习惯每天骑自行车
上下班，她表示，现在的桥面骑上去比以
前更平坦舒适，每天上下班的路上也成了
享受。

本报讯 记者 陈轶珺 通讯员 周正宝
为了加强南海海域的巡航执法力量，维护
国家海洋主权。根据交通部海事局的统一
部署，上海海事局所属“ 海巡21”轮被调
拨至海南海事局开展海洋执法维权活动。
前天上午10时，已变更船籍港为三沙市的

“ 海巡21” 轮缓缓离开外高桥五号沟码
头，奔赴南海海域。

近年来，我国海洋维权任务越发繁
重，海事执法船一直战斗在海洋维权的第
一线，此次“ 海巡21”轮奔赴南海划归海
南海事局管理，参与南海海域的执法维权
活动，将进一步提升海事在南海海域的执
法能力。“ 海巡21”轮总长93.23米，最大持
续航速为22节，满载时最大续航力为4000
海里，是全国第一艘千吨级海巡执法船，

于2001年12月22日交付使用。“ 海巡21”
轮设置有直升机起降平台和直升机指挥
控制中心，具有较强的应对突发事件的快
速反应能力和现场组织指挥能力。救助系
统有高海况救助艇，封闭式耐火救生艇、
救生筏、救生吊篮和救生网等设备，能够
在6级海况下实施救助任务。

该船同时具有防护自身的水幕系统和
互救功能的消防水炮等。“ 海巡21”轮导航
设备配置了电子海图、雷达、测深仪、DG-
PS、NAV-TEX气象接收机等。其中通过大
屏幕电子海图显示器可显示最新的电子海
图和设置防搁浅的水深报警和记录船舶航
迹，可根据事先编制的航行路线进行自动
导航。此外，“ 海巡21”轮还设置了带夜视
功能的电视监视系统、话音记录仪等设备。

江宁路桥开通后首个工作日
附近镇宁路桥早高峰压力减半

“ 哈 哈 ，江 宁
路桥通了，镇坪路
桥 好 走 多 了 。”每
天上下班都经过镇
坪路桥的刘先生，
昨天早高峰时感觉
拥 堵 状 况 明 显 减
轻。昨天是江宁路
桥封桥一年多来重
新开通的第一个工
作日，记者早高峰
现场体验发现周边
道路分流明显，而
江宁路桥也并不拥
堵，不过，晚高峰
时，有市民反映桥
上开始拥堵。

本报记者 王婧

千吨级海事执法船赴南海参与海洋维权

昨日，江宁路桥晚高峰车辆排起长龙。 本报记者 张瑞麒 摄

本市公交启动防寒防冻预案

奉贤区第四次团代会昨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