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卫生计生工
作不断推进，“三医”联动改革不断
深入，这是徐汇卫计人挥洒激情的
五年。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徐汇卫生计生工作抓落实、抓推
进、补短板，围绕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和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两大重
点，不断完善医疗卫生和计生服务
体系，卫生计生事业取得丰硕成果。
户籍人口人均期望寿命 84.6岁，甲
乙类传染病发病率、婴儿死亡率、孕
产妇死亡率保持历史较低水平，各

项主要健康指标全市领先。
五年来，徐汇区根据区域社会

和经济发展的大规划，研究制定了
《徐汇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
革实施方案（2016-2020）》，确定了
22项 73条改革任务。为了尽快释
放改革红利，区卫计委加快推进六
院 -八院、中山 -中心医院两个紧
密型医联体建设，同时启动新一轮
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1+1+1”
签约服务、慢病长处方、延伸处方、
双向转诊进一步深化，签约居民“获
得感”大大提高。

区卫计委主任顾水明介绍，过
去五年中，徐汇区大力加强公共卫
生服务，提高全民的公共卫生质量，
以此提高全民身体健康。免费大肠
癌筛查、65岁以上老人体检、60岁
以上老人肺炎疫苗接种、妇女两病
筛查等重大公共卫生项目普遍惠及
居民。爱国卫生运动和健康促进工
作持续开展，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国
家日”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将健康
融入所有政策”的服务理念，“政府

主导、部门配合、社会动员、全民参
与”的健康工作格局得到各国专家
学者一致好评。

过去的五年，也是计生政策调
整全面落实，计生管理与服务方式
转变的五年。区卫计委一方面全面
落实二孩政策，积极做好政策宣传
与解释，另一方面做好计划生育指
导与服务。结合全面两孩政策实施，
区卫计委开展“高龄孕产妇生育指
导”和“健康宝贝”家庭计划服务项
目，加大对计生特殊困难家庭的帮
扶力度，积极推进“新家庭计划—家
庭发展能力建设”国家试点工作，具
有徐汇特色的家庭发展工作模式正
在形成。

“当前卫生计生改革发展已进入
新阶段，我们将在区委、区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以新时期卫生和健康工
作方针为指导，按照认识新常态、适
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要求，强化
目标管理，积极落实 22项 73条改
革任务。”在顾水明看来，改革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惠民生”。区卫

计委正着力丰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内涵，拓展社区慢性病“长处方”、

“延伸处方”和“优先转诊”，实施中
医保健服务包实事项目，提高居民
获得感。结合医养结合和长护险试
点，推进老年医疗护理体系建设，积
极开展为老服务。推进南部医疗中
心和口腔医院等重大民生项目建
设，完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充分利
用信息化手段，改善群众就医体验。
积极推进精神卫生综合管理和“家
庭发展能力”两个国家试点工作，形
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顾水明表示，徐汇卫计人将在
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撸起袖子加
油干，将徐汇建设成为公共卫生安
全城区、医疗服务优势城区、综合监
管引领城区、智慧医疗先进城区、医
学科技创新城区、健康水平领先城
区，打造与徐汇区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一流中心城区相适应的，居民健
康素养一流，健康水平一流，卫生
计生服务水平一流的“健康中国”
徐汇版。 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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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 # 56 土地管理属于闵行
区。面对这一问题，徐汇一是加强
与闵行的主动对接，加快对历史遗
留问题的研究解决，形成合力，携手
共治，共同推进；二是对于目前人口
管理、环境脏乱差等问题，做好流动
人员的管理，加强对安全隐患的排
查整改，对违法建筑加大拆除力度，
尤其是河道边违法建筑的拆除，不
留死角，确保中小河道治理的成果。
当前，为进一步落实好该地区的公
共管理、公共安全职责，虹梅街道将
牵头公安、建交、拆违等部门着重做
好以下工作：

1.将在该地区设置门禁和门岗
24小时值班，安装一批高清探头，
加强邹家宅地区的安全管理。

2.加强流动人员管理，由街道、
派出所、居委共同做好现有租住人
员的信息采集和登记，并发挥居民
区自治管理作用，组织该地区平安
志愿者队伍开展日常巡查。

3.结合“五违四必”整治，对邹
家宅地区高压线下和河道 6米内已
拆除的违法建筑加强巡查，防止反
复；对新搭建的坚决拆除，对历史遗
留的、影响公共安全的及时整治。

4.加快落实该地区的截污纳管
及雨污水管理改造工程，改善生态
环境，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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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老百姓多次反映问题，
我们就要做到及时解决问题，还要
做到持续关注问题。各居委会要时
时关注老百姓生活中的不便，遇到
无法解决的专业问题，更要及时上
报，及时解决。还要加强后续关注，
不能虎头蛇尾。

;<:7月 12日下午 1:00，徐
汇区有害生物防治应急队伍工作人
员到现场对几棵青桐进行了检查和

评估。目前青桐木虱危害高发期已
过，现场虫害危害状不明显。园林工
人采用高压水枪喷洒药水的方式再
作一次防治。同时对树冠内病虫枝
及存在安全隐患的大型枯死枝条进
行修剪。区绿化中心、田林街道、房
管等部门将加强物业绿化养护队伍
的专业培训和指导，推进绿化有害
生物防治联防联治，做好有害生物
防控信息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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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首先，南站本身存在
先天交通的不足，在确保旅客上下
车安全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性的
在目前的现状条件下，创造条件合
理布局上下客点位。其次，我们南站
自身相关城市管理队伍也要加强教
育，对老百姓投诉反映的问题，不能
简单的一推了之，也许问题解决起
来会有一定难度，但是还是要有一
个诚恳的态度，把老百姓的问题听
清楚，然后有序把这个问题反映好
解决好。

;<:本周五上午，南站管委会
办公室、区建交委、交警五大队、市
交通执法二支队、长途客运南站等
单位将现场商讨解决方案。初步设
想，是在柳州路辅道近长途南站处
（对道路通行影响较小）的部分黄实
线改为黄黑虚线（约一个车位）作为
机动车临时下客停靠点，让载客到
长途南站而不愿再候车接客的出租
车能临时下客，具体有待现场会研
究后确定。同时也已联系市民张先
生，邀请其参加周五的现场会。张先
生表示家住彭浦，不一定有时间过
来。若张先生未前来，我们会第一时
间将会议商定情况及后续处理情况
告知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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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 新修的道路检查一
下是否存在施工质量的问题，如果
是，则需要严肃处理。也可能是市政
路面的管理问题，沉重的机动或者

非机动车导致路面不平。建议有关
部门举一反三，把辖区中正在进行
城市更新或者刚刚进行过城市更新
的路面做一个检查，能够修补的进
行修补，能够完善的进一步完善好。
这是工程质量问题和城市管理问
题，两个方面都要兼顾好。第一，一
定要现场勘察，工作方式必须是行
走式的。我们应该多到一线，不能都
在办公室或者会议室。因为我们区
域要精细化，只有到现场一线才能
核实问题查清情况。第二，线上、
12345老百姓反映形式是现场调研
最好的平台，线下行走和线上交流
是两种很好的实地调研方式。

;<:热线电话后，相关市政部
门和街道对投诉提及的嘉川路、梅
陇路、虹梅路实地检查，对现场发现
的梅陇路、凌云路转角处人行道板
不平的情况进行修复，并与汤先生
进行了确认。下一步，相关部门将举
一反三，对道路进行全面检查，杜绝
类似问题发生。街道也与当事人约
定时间上门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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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 今年中山医院周边
两纵五横的整治有了效果，现在整
治过程中既需要严格规范，也需要
细节的考量，做到整治不能影响老
百姓的日常生活。要引导商家做好
规范，不能因为整治给老百姓带来
更大的不便。

;<:热线访谈结束后，枫林
街道立即到现场查看，该区域属于
中山医院周边综合整治区域内，前
期已进行了拆违、封门，并将调整
为品牌水果店，目前正装修未营
业。经现场测量，店铺在侧墙安装
的三部空调外机离地面高度最低
约为 3.1米，离对面居民窗户直线
最近距离约为 8米，符合《上海市
空调设置安装管理规定》。但现场
看对居民生活也造成了一定影响。
街道牵头当事店铺经营方和反映
问题的赵女士到现场，当场商议解
决方案并达成一致：店铺经营方同
意将空调外机移位，移向远离对面

居民窗户一侧，并加装空气整流
罩，施工人员于当日下午进场施工，
7月 13日中午前移机完毕。该方案
和完成时间得到了赵女士的充分认
可。街道将会安排人员于 7月 13日
再次上门查看整改情况。同时，枫林
街道将举一反三，责令城管中队加
强区域巡查，在高温来临之际，对类
似问题和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发现
一起整改一起，确保辖区居民安全
度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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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希望行动快速，有很
好的方案，进行普查和整治，尽快解
决老百姓的这个问题。希望今天在
线听夏令热线的湖南街道主任董伟
可以相互借鉴。天平街道与湖南街
道是历史风貌区，是上海最具居住

特色的万国博览建筑群，这里虫害
鼠患是存在的，希望把这个问题举
一反三，以点带面解决好。

;<:7月 12日下午，天平街
道保洁社会同物业和居委会上门提
供鼠药和捕鼠器械，向黄先生说明
捕鼠方法，同时检查房屋遭鼠患损
坏情况，帮助进行修缮和消除鼠患。
下一步，相关街道将结合创全和固
卫工作深入开展清洁家园行动，依
托网格化发现和处置机制，举一反
三从源头上加强常态化管理。一是
进一步加大各小区毒鼠盒的投放力
度和数量；二是委托物业单位对老
旧房屋屋顶或楼板有鼠洞的及时进
行修理；三是街道保洁社会同居委
会共同加强防治“四害”卫生宣传，
近期在辖区内普遍开展“除四害”专
项行动，帮助居民共同治理鼠患，提
升居民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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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区长方世忠带队赴法国与蓬皮杜艺术中心就合作开展为期
五年的“临时蓬皮杜”展陈文化项目进行会商，并见证了西岸集团与蓬
皮杜艺术中心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据悉，本项目将于 2019-2024年在位于徐汇滨江公共开放空间的
西岸美术馆实施，是目前中法两国当代艺术领域级别最高、周期最长的
文化交流合作项目。合作期间内，西岸集团将作为蓬皮杜中心在中国范
围内开展高级别长期合作的唯一合作伙伴，以及长三角地区所有文化
项目合作的唯一合作伙伴。CD12"*EFG7HIJKL<M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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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区与法方就
“临时蓬皮杜”项目签署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