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201 5年上海市普通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 高三科目）暨201 5年

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招生统一考试

于前昨两天举行。

考试期间，宣传、司法、信息、公

安、保密、武警、卫生、食品、环保、水

务、电力等招考联席成员单位在市级

现场指挥部协同办公，各级教育行政

和考试招生部门上下联动，确保考试

顺利进行。

由于考试第二天，恰逢周一工作

日早高峰又兼有小雨，“ 上海发布”、

“ 上海教育”和“ 上海国子监”等官

方微博、微信和网络以及电视、广播

和报纸等媒体联手发布信息，提醒考

生备好证件，提早出行，避免拥堵。

本市还通过多元化渠道宣传考

场规则、网上评卷答题注意事项等温

馨提醒，倡导考生诚信考试；同时本市

完善考试标准化考点系统，结合无线

电巡回监测车等，全程防范和打击舞

弊行为。

考试结束后，评卷工作将陆续展

开，全市有1 500多名教师参加评卷工

作，考试成绩将于2月1 0日1 7:00通过

市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等渠道公布。

春考考试成绩将于2月10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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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马鈜

本报讯 昨夜今晨，国内汽、柴油

价格再度迎来价格调整的“ 窗口

期”。国内成品油价格“ 跌跌不休”，

车主们乐开了花。据了解，此次油价

调整不涉及燃油消费税的调整。

201 5年1 月26日下午，国家发改

委决定将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

365元和350元，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

90号汽油和0号柴油(全国平均)每升

分别降低0.27元和0.30元，此次调价

执行时间是1 月26日24时。

此次下调后，本市92号汽油每

升零售价格全面开启“ 五元时代”。

调价后，上海92号汽油下跌0.29元，为

5.74 元/升，95号汽油价格下跌0.31

元，为6.1 1 元/升，0号柴油价格下跌

0.31 元，为5.34元/升。记者了解到，从

201 4年7月22日油价第一次下调起，

“ 十三连跌”已致成品油每升累计下

调：汽油2.03元，柴油2.4元。以此计

算，50升油箱的私家车，加满一箱油

能省1 00元。

青年报记者 马鈜 通讯员 宋国梵

本报讯“ 201 4年，上海全市急

救用量创下历史高峰，达到64.2万

次，同比201 3年上升2.1 8%；救治人

数为58.4万人次，同比201 3年上升

2.05%。”这是上海医疗救护中心昨日

向媒体通报的最新消息。

据市医疗救护中心负责人介绍，

“ 十一五”以来，全市的急救站点从原

来的58个增加至现在的1 1 6个，翻了

一番，平均每2个街道（ 乡镇）就拥有

一个急救站点；救护车从原来的240辆

增加至目前的61 6辆，增长1 57!，平

均每4万人配置一辆救护车，略高于5

万人一辆的国家标准，基本建立了覆

盖全市的院前急救服务体系。但高峰

时间老百姓呼叫用车难，等候时间长

的矛盾依然突出。主要原因是：一方面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人口

增长过快，急救服务量快速增长，本市

院前急救服务供需存在一定矛盾。

201 2年底，上海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

2400多万。另一方面，上海已进入老龄

化社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67多

万，老人急救用车占用资源大。

为着力解决和缓解医疗急救用

车难的瓶颈问题,去年，市医疗救护

中心在市卫生计生委等和市政府相

关委办局和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下，

创新思路，力举措施，为确保市民急

救用车发挥了积极作用。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经历了一个严重污染的

周日之后，昨天，随着风力加大申城

终于告别了霾。不过，受一股较强冷

空气影响，入冬以来最大范围的雨雪

天气过程即将来袭。青年报记者从气

象部门了解到，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

气流共同影响，本周申城多阴雨

（ 雪）天气，但出现积雪和道路结冰

的可能性不大。预计今夜至明天上午

有小雨夹雪（ 西部和北部地区可能

出现小雪）；周五受冷空气影响还有

可能出现雨夹雪。

随着低气压继续东移，本市转为高

压底部控制，昨天申城雨止转为阴到多

云天气。而经过一夜的扩散，昨天早晨

申城的雾霾情况明显好转，上海中心气

象台于6时解除了霾黄色预警，7时45分

又取消了大雾黄色预警。受冷空气的影

响，昨日申城的气温较前天有所下降，

中心城区徐家汇最高气温为1 0.4"，区

县中，最低的崇明只有7.8"。

对于上海来说，1 月26日-2月1 日

将多阴雨（ 雪）天气，但出现积雪和道

路结冰的可能性不大。其中今天夜间

至明天上午有小雨夹雪；明天夜间到

29日受低涡切变线影响，有一次中雨

过程；30日受冷空气影响，还有可能出

现雨夹雪天气。气象部门表示，近期由

于降水过程偏多，日照时间短，本周最

高气温将维持在5-7"之间，体感湿

冷，市民需注意继续做好保暖工作，同

时雨（ 雪）天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

《 没想到书记给了一个满满的答复》场外追踪

浦东区委书记将去勤奋村调研

今夜明晨申城将有小雨夹雪

去年沪120急救出车创历史新高

都市脉搏

打造高效灵敏的调度平台
呼救实行一站式受理服务
据市医疗急救中心介绍，2014年

前上海8个中心城区已建立120统一呼

叫平台，由市医疗急救中心统一调度，

但青浦、松江、崇明等9个郊区(县)由于

隶属关系，120呼叫尚处于所在区域的

呼叫平台。为此，市医疗急救中心2013

年下半年起开始探索、制定全市120调

度系统联网方案和通信链路的调试，

2013年10月起实施全市120来电统一

受理，将各郊区（ 县）120呼叫线路全

部接入市120调度指挥中心，由市急救

中心的调度指挥中心统一受理。市医

疗救护中心还采取了三项有力保障措

施：一是加强调度队伍建设，增加调度

员10人；二是加设调度席位，从15个增

至20个；三是合理设置调度席位功能，

设置普通转院和送回家业务独立调派

坐席。通过一年多的努力，市120统一

调度平台充分显示了灵敏、高效的特

点，日均接电8000—10000个电话，去

年全年接电达250万次！

实施分类救护模式改革
缓解市民叫车难矛盾
据市医疗救护中心调查，院转院

等非急救用车比例高，占用了急救资

源，使救护难、等候时间长的问题更

加突出。为此，市医疗救护中心在医

疗急救体系探索推出实施了“ 分类救

护”模式，即根据急救服务对象的不

同情况，将急救业务划分为急救、康

复出院（ 或其他原因离院） 和转运

（ 院间转运）等三类，并配置相应的

急救人员。其中，对康复出院的救护

车不再配备急救医生，而是由经专业

培训，具有一定现场急救经验的驾驶

员和担架员担任；招录护士配备于转

运车，承担院间转运的工作，通过对

服务对象的分类调整急救人力资源

配置。据调查数据显示，“ 分类救护”

效果显著，中心城区急救平均反应时

间保持平稳状态，维持在11# 12分钟

之间，而回车率下降至0.88%，较去年

的1.2%下降了26.7%。

推行定向培养急救医生
提升服务保障能力
急救医生大量流失，严重制约了

院前急救工作的开展，也是造成老百

姓叫车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此，市医

疗急救中心一方面在社会上积极招录

一批医师，急救员进行培训，充实一

线。另一方面，在全国率先实施院前急

救医生“ 定向培养”，并成为“ 医疗救

护员”的首批试点单位。在市卫计委、

市教委、市医药高等学校专科学校等

部门大力支持下，2013年在全市院前

医疗系统委托上海高等医科专业学校

在当年完成培训招录69名“ 急救医

生” 的基础上，2014年又完成了第二

批招录66名定向培养生。

[三大举措]

去年急救车出车创历史新高。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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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资深记者 郭颖

本报讯 前天，上海浦东代表团在

全团审议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时，爱

新觉罗·德甄代表在发言中称，合庆镇

有一位70多岁的老妈妈就环境问题，

请她带话给上海市委书记韩正。韩正

在会议结束后专门找到德甄代表，请

德甄代表转告老妈妈：合庆镇环境一

定会变好（ 详见1 月26日《 青年报》

A03版）。昨天，青年报记者获悉，浦东

新区规土局、环保局等职能部门已经

与合庆镇进行了进一步沟通，区委书

记沈晓明也将去往勤奋村调研。

记者采访中获悉，合庆镇勤奋村

的环境污染问题由来已久，由于其被

几大污染源所包围，最好的解决办法

是重新规划布局，镇里的设想是将受

污染影响严重的村民搬迁出去，但这

需要市、区大力支持。“ 环境污染不

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我们勤奋村是

‘ 小家让大家’，为了城市的发展建

设，作出了贡献。目前，勤奋村被污水

处理厂、垃圾焚烧厂、垃圾填埋场等

多个污染源包围，环境十分恶劣。这

些年来，我们镇里也投入了不少财

力，清理河道，建设交通，但光靠我们

镇里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合庆镇

人大主席黄福明告诉青年报记者：

“ 没有姑娘愿意嫁到勤奋村，只要走

进村里，一闻到那股味道就受不了。”

这时，《 上海郊野单元规划》为合

庆镇点亮了希望。据悉，“ 郊野单元规

划”是指按照城乡总体规划和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的要求，对所在镇集中建

设区外的各类用地规模、功能结构布

局和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进行统筹布

局和安排，将有利于改善地区的生产、

生活和生态环境。上海目前已有多个

村镇获批纳入《 上海郊野单元规划》。

黄主席建议，村民搬迁出去后，原来的

地块则可以规划成生态林等。

油价再跌 92号汽油进入“ 5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