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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眼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目前，慢病死亡率占总

死亡人口比例很高。糖尿病在社区防

治效果不理想，与全市血糖控制达标

率30%相比，有一定差距⋯⋯青年报

记者了解到，在201 5年“ 两会”期间，

九三学社市委将提交1 2份提案，其中

一份提案提议完善上海慢病分级诊

疗体系。该提案指出，慢病横行的原

因与目前社区医务人员缺乏专业知

识、未掌握处置技能、缺少综合管理

团队、居民缺乏健康教育有关。

2007 年 ， 上 海 六 院 创 建 了 医

院———社区糖尿病管理曹杨模式。随

后，在5区7个社区推广，形成社区分

级诊疗糖尿病管理模式。持续多年管

理后，曹杨、真如、桃浦社区患者的血

糖达标率，由原先的1 0%提高到30%。

此外，针对普陀、长宁、安亭、奉贤几

个区实施糖尿病管理的6社区（ 前

者） 及未实施糖尿病管理者的6社区

（ 后者）共1 2个社区1 200名患者的问

卷调查分析得出，血糖达标率基线与

近期检测比较，前者达标率为82%，后

者为44%。

为此，九三学社市委建议，可在

条件较好的地区、社区先行推行六院

模式，逐步完善扩大，因地适宜将分

级诊疗在各地落地。确立三级医院

“ 社区慢病教育培训基地” 的职责，

可改变以往三级医院不能接受社区

医师进修的规定，并纳入对医院考核

指标，培训的费用可由政府、社会团

体、社会公益等多方筹集。

该提案还指出，针对社区常用药

品及检查设备缺乏，政府医疗机构

部门应加大对社区常用药、慢病药

的投放，扩大社区慢病药品种类，保

证常用药品长年供应，并通过价格

的杠杆作用，将患者留在社区诊疗。

对检查慢病的基本设备比如眼底摄

片机、音叉尼龙丝应配置到每个社

区，社区筛查慢病要纳入疾控考核

年度指标。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一号课题、依法治国、高

考改革、医疗卫生、交通城建⋯⋯与生

活息息相关的热门话题、政策法规，我

们都期待着您打来电话，一起好好聊

聊。上海“ 两会”开幕在即，本报将从1

月1 9日至22日开通“ 两会热线”

61 9331 1 1，并特邀市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在中午时段（ 1 2：30! 1 3：30）做

客本报，倾听百姓的急难愁盼和对今

年上海“ 两会”的期待。同时，我们也欢

迎各位读者网友与“ 青年报”微博、微

信即时互动。

从1 9日开始，来自各个领域的四

位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将分别做客

本报，他们将更广泛地倾听百姓心声，

把大家关注的民生问题带入两会会

场，并解答市民关心的问题。

届时，我们欢迎您拨打本报热线，

同时也期待各位读者、网友与“ 青年

报”微博、微信展开互动，征集各界的

意见和建议，公开@或者私信，我们都

会提前守候，与您有约。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上海市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将于1

月25日召开，1月29日闭幕，1月24日下

午召开预备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上海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

议于1月24日至28日举行，会期五天。

市委书记韩正赴
市委组织部调研

本报讯“ 上海能不能当好全国

改革开放排头兵和科学发展先行者，

取决于我们有没有能力素质与之相

适应的干部队伍。”市委书记韩正昨

天上午在市委组织部调研时强调，必

须站高一步认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的极端重要性，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

个核心，刷新吏治，不折不扣落实中

央的各项要求部署。要在新的形势

下，全面提高对干部能力素质的要

求，把政治坚定、有本领敢担当、廉洁

自律作为基本标准，把具备很强学习

能力、经受过实践磨练、受到群众拥

护作为重要条件。

“ 上海肩负着全国改革开放排

头兵和科学发展先行者的重任，自身

发展已经到了没有改革创新就不能

前进的阶段，这对上海的干部队伍提

出了全新的、更高的要求。”韩正说，

面对新的形势，迫切需要一大批政治

上坚定，工作上能打开局面、有本领

敢担当，作风上廉洁自律的干部。在

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社会发展变化万

千的大背景下，尤其需要我们的干部

不仅善于学习，更要具备很强的学习

能力，能够迅速掌握履行岗位职责所

需的现代知识；尤其需要我们的干部

不仅具备书本知识，更要在改革发展

稳定第一线、服务群众第一线、艰苦

岗位第一线摸爬滚打经受过考验；尤

其需要我们的干部受到群众拥护，为

我们党更好执政夯实群众基础。因

此，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要有更高

的标准、可衡量的条件，结合岗位需

要，清晰界定硬约束。

韩正强调，要抓住基层党建这个

牛鼻子，加强全市党建工作，围绕去

年市委一号调研课题形成的“ 1 +6”

文件的落实，夯实基层基础。要进一

步完善干部管理全流程规范程序，注

重把有冲劲有干劲的同志充实到区

县党政班子之中，注重把区县改革发

展稳定一线和企业一线的优秀干部

充实到党政机关，立足长远、进一步

加大对年轻干部的培养。今年，要对

全市各系统干部的思想状况、工作状

况、班子状况普遍进行一次全面分

析。全市组织工作干部要进一步用高

标准、严要求加强自身建设。“ 广大

干部群众最看重组工干部是不是公

道正派、坚持原则、一身正气、甘为人

梯，这是党的组 工 干 部 应 有 的 素

质。”

市领导就政府报告
听取各省区市政府
驻沪办同志的意见

本报讯 市政府昨天上午召开座

谈会，就即将提交市十四届人大三次

会议审议的 《 政府工作报告》（ 征

求意见稿），听取全国各省区市政府

驻沪办事处负责同志意见和建议。座

谈会前，市委书记韩正会见了各省区

市政府驻沪办负责同志。市委副书

记、市长杨雄主持座谈会。

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自贸区建

设、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强合作交

流等问题，杨雄一一回应。他说，一年

多来，在国家相关部委大力支持下，上

海自贸区建设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

果。下一步，我们将在中央统一部署

下，与相关省市一起，深化制度创新，

共同为全国改革开放探索新经验。围

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上海正抓紧调研，制定相关政策

措施。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认真学

习兄弟省区市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强

合作，共同探索创新转型之路。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昨天，青年报记者从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本市从

201 5年1 月1 日起，对城镇企业退休

人员，“ 镇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按

月领取养老金人员等养老人员增加

养老金。

201 4年底以前按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规定按月领取养老金人员，每

人每月增加基础养老金1 05元。201 4

年底以前按“ 镇保”规定按月领取

养老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养老金

1 70元。对201 4年底以前已按城镇养

老保险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

取 基 本 养 老 金 的 企 业 退 休 人 员 ，

201 5年增加养老金继续实行按绝对

额增加、与本人缴费年限及养老金

水平挂钩增加的办法，并对高龄人

员适度倾斜。

上述各类人员，可于1 月1 6日起

通过相关银行、邮局领取增加的养老

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

为方便领取养老金，请退休人员尽量

避开高峰时段，通过银行ATM机等自

助设备，按各自需求前往银行、邮局

营业网点领取。

市民如需咨询，可拨打上海市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咨 询 电 话

1 2333。

本报“ 两会热线”下周一起开通

邀请代表委员做客本报
就热点话题与市民互动

电话：61933111
新浪微博@青年报

九三学社市委将在今年“ 两会”中提议

本市应完善慢病分级诊疗体系

1月1日起提高养老金 今起可领取

俞霞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