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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 家庭医生利用手中
相关APP即可上门为百姓签约，
社区医院也有了互联网医院。

“医疗+互联网”正加速智慧医疗
服务，沪上医疗机构不断推出便
民利民卫生信息化应用。

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是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
任务，也直接意味着能不能解决
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记
者在市卫健委举办的“公立医院
改革成效”集中采访活动中获
悉，目前在静安区，家庭医生正
利用健康云平台拓展社区居民
健康管理服务，提高管理效率。

带上APP
即可上门为百姓签约

以往，百姓签约家庭医生，
需要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
相关手续。而在上海静安区，家
庭医生利用手中相关APP即可上
门为百姓签约，或者到楼宇集中
为企业员工签约。

据介绍，目前，静安区家庭
医生签约人群覆盖60%以上的慢
病等重点人群。该区卫健委正
致力提升全人口覆盖率，将家庭
医生服务推及亚健康人群。

以“医疗+互联网”思维为导
向，静安区开展健康门户网站、微
信平台、支付宝服务窗、健康静安
APP四大系统的“健康静安”系列
信息惠民应用的建设，为全区的
居民提供了便捷的在线预约挂
号、扫码支付、报告查询、就诊记
录查询、健康档案查询、健康管理
等服务，实现了信息利民惠民。

据了解，在推行医疗服务全
行业精细化监管方面，借助信息
化手段，充分运用大数据方法，
支撑医院评价、绩效考核、资源
调控和行政决策，健全和优化医
疗服务监管信息系统，实现动态
性、专项性和周期性监管模式。

社区医院
也有了互联网医院

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其他三级大医院同赛道起跑，顺

利取得了互联网医院的牌照。
疫情期间，静安区彭浦新村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借势互联网，
通过区域平台“健康静安”微信
公号、“静安家庭医生”APP，成为
国内首家上线运行的实体社区
互联网医院。运行2个多月，200
多人次的社区签约病人体验了
这种就诊新模式。

从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来
说，社区不同于三级医疗机构，
而互联网医院最适用的场景在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因为社区
患者中绝大多数是慢性病患者，
学会了使用手机看病配药后，他
们可以随时与家庭医生取得联
系，对自己的健康也更关注了。

60多岁的签约居民田阿姨住
在5楼，进出上下楼不方便。互联
网医院4月底上线后，她的签约
医生、中心副主任傅颂华就教会
她注册绑卡，联网成功后，田阿姨
试着与傅医生在互联网医院手机
端连线视频。根据提示完成挂
号、医保付费不久，第三方物流配
送就将药物送上了门。

社区互联网医院，能帮助患
者挂号配药，而这只是第一步。
今后除了在互联网医院全面开放
各科门诊预约外，还将针对不同
的签约病人推送不同的健康科普
教育；同时发展更多年轻的签约
居民，把预防疾病的关口前移。

近年来，静安和辖区内所有
三级医院都建立了医疗联合体，
形成南、中、北区域医联体并进，
专科医联体为辅，专科联盟为补
充的区医联体网络格局。加强
学科、人才、临床能力的建设及
临床基础学科配置，完善专科医
师与全科医师的协作机制，增强
健康服务的协同作用。

今年，静安区将进一步推进
静安区闸北中心医院、市北医院
的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对照市级
标准，努力成为较高水平的综合
医疗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的支
持中心。鼓励三、二级医院医师
到基层多点执业，推动优质医疗
资源和居民就医“双下沉”，实现
基层服务能力和医疗宏观效率

“双提升”。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暑期已经开始，“神
兽”们正在享受快乐的暑假时
光，但是，开学的时间已经定
了！昨天，市教委宣布，本市中
小学9月1日开始开学；高校及
中等职业学校从9月1日起，按
照“错区域、错层次、错时、错峰”
返校原则，自行确定具体开学时
间。

昨天，市教委发布做好2020
暑期及秋季开学期间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通知要
求，严格暑期校园疫情防控，各
区教育局、各级各类学校要完善
校园防控体系，严格校园人员管
理，加强校园安全卫生等专项整
治，严控聚集性活动，优化师生
员工发热处置流程，强化暑期信
息报送。其中明确，各级各类学
校暑假期间原则上不组织聚集
性活动，暑假期间学校暂停军
训、夏令营、社会实践等聚集性
活动。

通知明确，要加强在校外
期间师生安全指导，各区教育
局、各级各类学校要通盘考
虑、统一部署校内外师生疫情
防控工作，指导师生做好自我
防护。要在总结疫情防控经
验基础上，从严制定师生居家
疫情防控要求。校外师生要
减少不必要外出，原则上不前
往 国 外 和 国 内 中 高 风 险 地
区。对于赴国内其他地区的，
要向学校报备并做好个人防
护，原则上中小学、幼儿园师
生员工应至少在开学前 14 天

返沪。
对于广大家长关注的返校

时间问题，通知明确，本市中小
学9月1日开始开学；高校及中
等职业学校从9月1日起，按照

“错区域、错层次、错时、错峰”
返校原则，自行确定具体开学
时间。

根据通知要求，中小学、幼
儿园师生员工原则上应在开学
前 14 天在沪进行自我健康观
察，高校、中职校师生员工应至
少在开学前14天开展自我健康
观察。对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
中高风险地区及从境外返沪的
师生员工，返沪后严格执行本市
相关管控措施；延续实施和完善
入校测体温、晨午检、消毒通风、
因病缺勤缺课每日直报等防控
机制。

此外，在深入开展爱国卫

生运动、强化校园食品安全管
理、提升校园防控水平等方面，
通知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其
中，在校园食品安全方面，要求
进一步落实校园食品安全自查
整改、大宗食品公开招标和集
中定点采购、规范加工制作、全
面推进学校食堂“明厨亮灶”、
校园相关负责人陪餐制度、健
康宣教等工作。

根据市教委最新公布的上
海市中小学 2020 学年度校历，
2020 学年度第一学期于 2020
年 9 月 1 日开学，2021 年 1 月
22 日结束，全学期共 21 周。
寒 假 从 2021 年 1 月 23 日 开
始，2 月 21 日结束。第二学期
于 2021 年 2 月 22 日开学，6 月
30 日结束，全学期共 19 周。
暑假从 7 月 1 日开始，8 月 31
日结束。

本市中小学9月1日开学 市教委要求

高校及中等职校返校遵循“四错”原则

家庭医生带上APP即可上门签约
静安区加速推进医疗“云”服务

沪上医疗机构近年来不断推出便民利民卫生信息化应用。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记者昨日从教育部了解到，
为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
教育的意见》，加快构建德智体
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教育
部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
纲要（试行）》，明确劳动教育目
标框架及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主
要内容和具体要求等。

指导纲要要求，将劳动教
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丰富、
拓展劳动教育实施途径。在大
中小学设立劳动教育必修课
程。中小学劳动教育课平均每
周不少于1课时。职业院校开

设劳动专题教育必修课，不少
于16学时。普通高等学校要将
劳动教育纳入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明确主要依托的课程，可在
已有课程中专设劳动教育模
块，也可专门开设劳动专题教
育必修课，本科阶段不少于 32
学时。

在开设劳动教育必修课的
同时，指导纲要强调劳动教育途
径要注重课内外结合，要在课外
校外活动中安排劳动实践。中
小学每周课外活动和家庭生活
中的劳动时间，小学1至2年级
不少于2小时，其他年级不少于

3小时；职业院校和普通高等学
校要明确生活中的劳动事项和
时间，纳入学生日常管理。

“劳动素养将纳入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体系。”教育部教材局
负责人介绍，要依据劳动教育目
标，制定劳动素养评价标准，注
重对学生劳动素养形成和发展
情况的测评分析，将平时表现评
价、学段综合评价和学生劳动素
养监测区别开来，分别提出相应
要求。同时，要利用大数据、云
平台、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
改进评价方式手段。

据新华社电

针对有些高校存在毕业生
就业虚假签约等行为，教育部
14日晚间表示，坚决反对任何
形式的就业数据弄虚作假，将对
相关违规行为严肃处理，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切实保障毕业生
就业合法权益。

教育部自6月17日启动开
展2020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
核查工作，要求各地各高校严格
落实“四不准”规定，即：不准以
任何方式强迫毕业生签订就业
协议和劳动合同，不准将毕业证

书、学位证书、优秀毕业生证书
发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不准以
户档托管为由劝说毕业生签订
虚假就业协议，不准将毕业生顶
岗实习、见习证明材料作为就业
证明材料。

据了解，2020 届高校毕业
生可通过“学信网”对本人毕业
去向信息进行核实。同时，教
育部指导地方和高校开展自
查，严格审核每位毕业生的就
业材料，开通举报电话和邮箱，
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并委托第

三方机构开展核查，采取向毕
业生本人、用人单位核实等多
种方式，对存疑信息逐条核实、
逐一反馈。

7月15日起，教育部全国高
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
心将向2020届已就业高校毕业
生发送手机短信，提醒毕业生及
时通过“学信网”查询本人就业
状况。教育部将要求各地对存
在问题的所有信息进行逐条核
实、逐一查处。

据新华社电

针对有些高校存在毕业生就业虚假签约等行为 教育部：

严查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作假

劳动教育成为“硬核”要求

本市中小学9月1日开学。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