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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眼 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成功完成首例临床试验

52次“ 爆破”杀灭癌细胞
市委通过“ 若干意见”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本报讯 中共上海市委1 3日下午

举行常委会，审议并原则通过《 关于

推进本市国有企业积极发展混合所

有制经济的若干意见（ 试行）》，市

委书记韩正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中央和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明确，混合

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重

要实现形式。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

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

经济。市委、市政府在去年1 2月出台

的上海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20条”中

要求，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加

快企业股份制改革。市委常委会、市

政府201 4年工作要点明确，加大国有

企业开放性市场化重组力度，加快推

进竞争类企业产权多元化改革，支持

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

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

《 若干意见》还就推进国有企业

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优化国有企业股

权比例结构、加快开放性市场化双向

联合重组、实施股权激励探索员工持

股、明晰企业改制重组的决策程序、

规范财务审计和企业价值评估、坚持

市场决定对象和发现价格、平等保障

相关利益主体合法权益、完善国有企

业改制的政策和环境等各方关注的

重要内容进行了具体阐述。

上海产业结构调整
首创“ 负面清单”

本报讯 记者 刘春霞 国内推动

产业结构调整领域第一本《 负面清

单》———《 上海产业结构调整负面清

单及能效指南（ 201 4版）》近日在沪

发布。同时，市经济信息化委还发布

了《 上海工业及生产性服务业指导

目录和布局指南（ 201 4版）》，标志

着上海率先实施的“ 负面清单”管理

模式对高载能行业由“ 限制发展”升

级到“ 限制生存”，将大大加速上海

的产业结构调整。

据介绍，负面清单结合差别电价

等措施，将很大程度挤压高载能行业

企业利润空间，由“ 限制发展”升级

到“ 限制生存”，预计将带来200万吨

标煤的能耗减量，为全市其他行业发

展腾出空间。

今夏本市供水
形势仍较严峻

本报讯 记者 刘春霞 一年一度

的自来水行业“ 保高峰”战役已拉开

序幕。青年报记者了解到，今年本市

供水企业仍将面临严峻形势，预计本

市中心城区最高日供水量约690万立

方米，较去年有所上升。而今夏供水

总体格局将呈现“ 总量宽裕，局部缺

口”的特点，为此，相关部门将利用管

网进行调度，通过“ 西水东调”弥补

今夏浦东等部分地区用水量的增加。

上海城投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今

年夏天本市用水量将超去年，其中中

心城区最高日供水量将达690万立方

米，较去年增加1 0万立方米；全市最

高日供水将达1 01 5万立方米，也高

于去年。

针对高温天容易出现藻类等情

况，本市6月已启动青草沙水源藻类

监测，按规定检测包括出水铝、消毒

副产物三卤甲烷、嗅酸盐等指标。此

外，本市水务部门已提前对接“ 夏令

热线”和“ 1 2345”市民服务热线。

首例临床试验
52次“ 定向爆破”

前天下午3点，首例临床试验正

式开始。

前后30分钟时间内，医院技术团

队通过高精度患者定位和影像验证

系统、离子束流门控系统、笔形扫描

技术，将一名71 岁的前列腺癌患者

的病灶精确定位，并像切面包一样

将病灶分割定位成每片约4 毫米厚

的薄片，碳离子通过同步加速器后

准确进入病灶，在每一片薄片上精

准爆破。首次放疗对于病灶的左右

两侧共进行了52 次“ 立体定向爆

破”，通过计算机屏幕可以看到，每

片 薄 片 接 受 扫 描 放 射 之 后 由 白 变

绿，意味着该薄片上的癌细胞已被

杀灭，基本破坏其DNA。治疗完成后，

病人自行下床行走。

首例临床试验的成功，这标志着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正式进入临

床阶段，意味着这一先进技术将造福

更多的患者。

“ 放疗技术问世百年来，治疗方

向始终是准确消灭肿瘤、尽可能保护

正常组织。质子重离子技术能完好实

现这两个目标，无疑是最先进的放疗

技术。”据专家介绍。数据显示：迄今

全球共有1 2.5万人接受过质子重离

子治疗，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德

国。早前，该技术大多应用于儿童以

及难治的脑肿瘤、脊索瘤、骨肉瘤等

患者；近十年来，技术应用逐步扩展

至肺癌、肝癌、前列腺癌、乳腺癌、头

颈部肿瘤等较常见肿瘤。

十年磨一剑
本市引进质子重离子放疗

据悉，质子、重离子放疗问世半

个世纪，长期局限于实验室；近二十

年，仅有美国、日本、德国等少数国家

掌握该项技术。

十余年前，上海开始酝酿建设质

子重离子医院，历经反复调研、论证，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于2009年正

式启动建设，选址浦东新区康新公

路。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鼎力支持

和国家各相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之下，

该医院历经十年磨砺，终于建设成为

我国首个拥有质子、重离子两种技术

的医疗机构。该医院目前是中国第一

家、全球第三家拥有质子重离子放疗

技术的医疗机构。

作为我国首个拥有质子、重离子

两种技术的医疗机构，上海市质子重

离子医院由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建造、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托管，共有床

位220张，医院的临床团队以肿瘤医

院为基础，并经过日本、德国相关医

疗机构的严格培训。去年1 2月25日，

建设了四年的医院试运行，目前主要

设立放射治疗科，同时提供头颈部肿

瘤专科门诊、胸部肿瘤专科门诊、普

通肿瘤专科门诊等。迄今，医院仅接

受预约就诊服务。

质子重离子放疗以杀癌效果好、毒副作用小而闻名，被称为“ 治癌神器”。“ 十年磨一剑”的上海市
质子重离子医院于6月14日成功完成首例临床试验，该医院专业团队运用重离子（ 碳离子）放射治疗技
术，顺利为一位71岁的前列腺癌患者进行了第一次针对肿瘤病灶的“ 立体定向爆破”治疗。这标志着上
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正式进入临床阶段。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我们自己就是住在老

房子里，所以对老房子特别有感情。

今天开放的很多建筑，都是首次对

外开放，这样的机会难得，一定要

‘ 轧次闹猛’。”日前，静安区文管

委、文化局围绕“ 让文化遗产活起

来”的主题，组织了一系列老少咸

宜的“ 城市记忆”市民体验活动，开

放了周璇等文化界名人居住过的枕

流公寓、“ 远东第一豪宅”的吴同文

的住宅等多处知名的历史建筑，吸

引了如潮的人流。

在枕流公寓，青年报记者邂逅了

54岁的陆阿姨和她的老伴，这是他

们当天的第三个探访地。为了文化

遗产一日游，她凌晨5点就起床了，

给当天想要去的老建筑排好了序。

她去的第一个建筑就是程乃珊作品

《 蓝屋》的原型、曾被老上海人称为

“ 绿房子”，原是颜料大王吴同文的

住宅。第二栋建筑是熊佛西楼。“ 真

的是人山人海哦，‘ 绿房子’那里凌

晨就有人排队了，我们去的时候已

经排了很长的队。”

陆阿姨介绍说，她家住在历史保

护建筑平安大楼里，住了20多年了，

对老房子特别有感情。“ 平时这些老

建筑都不开放，都没机会进去看看。

这次机会难得，一次要抓牢。”

夏女士是陪着81 岁的老母亲来

参观老房子的。在过道里，她和住在

枕流公寓里业已30多年的梁阿婆聊

了起来。梁阿婆热心地带她到一个

门洞前，透露说，公寓的门质地非常

好，一些不懂的新住户将门拆了，非

常可惜。公寓的六楼和七楼都是复

式的，在当年，这样的建筑可是非常

时髦的。

本来上午只安排接待2批客人，

但由于队伍排得太长，一共放进了5

批，青年报记者走出枕流公寓的时候

已到了中午时分，仍有一批游客在门

口，不依不饶地想要进入。

据静安区文史馆馆长杨继光介

绍，枕流公寓里曾住了不少名人，如

电影明星周璇、孙景璐夫妇、孙道临

夫妇、乔奇等，越剧演员范瑞娟、傅全

香、王文娟，著名画家沈柔坚，全国人

大副委员长胡厥文等。在公寓门口，

记者还邂逅了胡厥文的儿媳、80多岁

的老太太。

当天，同样热门的还有“ 绿房

子”，记者遇见了好几位打算慕名

探访的白领，其中一位上午已去过

“ 绿房子”，但由于队伍排得见不到

底，打算下午再去。由于市民实在太

过热情，现场出动了不少警力维持

秩序。

“ 没想到市民会那么热衷于参观

这些老房子。”据杨继光介绍，铜仁路

333号吴同文住宅因为是首次对社会

开放，很多市民连夜排队，以求一睹

其绝世风采。

还有枕流公寓、小校经阁、嘉道

理住宅等平时身居深巷，人们难以

一睹芳容的老宅，也都向市民敞开

了大门。

当天，静安区还成立了一支由中

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的共

建单位宝山、静安、长宁、普陀、闸北

五区骑游队组成的“ 上海历史文化骑

游队”，今后，这支队伍将投入历史文

化资源的宣传中，为文化遗产的保护

和传承作贡献。

“ 城市记忆”活动开放历史建筑

怀旧市民陪八旬老母亲遍游上海老房子

老人参观枕流公寓。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