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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万名学生有发热症状 无人感染
今年全市医院报告将实现互联互通互认

□见习记者 翟梦丽

开学以来， 学生健康状况如

何？ 2020 上海民生访谈第 2 期，

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在访谈中透

露， 复学以来， 学校和医疗机构联

防联控监测到约有一万五千名学生

发热， 并未有人被感染。

建设完善“苗子事件”

监测信息系统

邬惊雷介绍， 截至 5 月 25 日，

全市累计完成 20976 份样本检测，

组织全市 45 家指定医疗机构落实

“快捷通道”， 对复学后出现发热等

异常的教职员工和学生进行免费核

酸检测。 下阶段， 将继续为高考、

公务员招录面试、 群众运动会准

备、 线下培训机构恢复等提供疫情

防控技术指导， 继续依托信息系统

做好医疗机构发热病人信息登记报

告。 复学以来， 学校和医疗机构联

防联控监测到约有一万五千名学生

发热， 对这些学生及时进行核酸检

测， 未发现有人被感染。

抗疫期间全市发热门诊发挥了

重要作用，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文要

求全国推广上海经验。 在发热门诊

设置方面， 上海要求医疗机构在疫

情期间合理划分区域， 增加发热门

诊和隔离用房备用空间， 市级医院

至少设置 10 张隔离床位、 区级医

院至少设置 5张隔离床位， 并将于

本月底前全面达标。

邬惊雷说， 上海在全国率先推

出了公卫建设实施意见， 目前上海

已关口前移， 建立公共卫生“苗子

事件” 报告机制。 2016 年至 2019

年， 共发现和处置“苗子事件” 6901

起， 平均每年近 2000 起。 通过早期

处置， 防止“火苗” 发展为“火灾”，

每年达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标准的仅

有 30起左右。

未来上海还将在原有“苗子事

件” 报告制度的基础上， 建设和完善

“苗子事件” 监测信息系统， 形成与

其它公共卫生数据库对接的“苗子

事件” 数据库， 同时开展症候群、 疾

病、 危险因素、 事件、 媒体信息等综

合监测， 建立多点触发、 动态灵敏的

预警研判模式， 提高新发、 不明原因

疾病的早期发现和风险预警能力。

年内实现全市医疗机构

检查检验信息互联互通互认

邬惊雷还介绍， 目前本市 38 家

市级公立医疗机构间对规定的 35 项

医学检验和 9项医学影像检查项目全

面实现互联互通互认， 今年年内将实

现市级、 区级、 全市医疗机构检查检

验信息互联互通互认， 重点推进医学

影像检查图像资料的互通。

目前已有徐汇、 静安、 青浦、 闵

行、 普陀、 虹口、 奉贤、 松江、 嘉定

等 9个区完成上传影像测试数据， 其

余 7个区正在推进测试工作。 据他介

绍， 截至今年 4 月 30 日， 互联互通

互认已在全市顺利推广， 本市全部

38 家市级医疗机构、 16 个区已完成

互联互通互认应用的全覆盖， 其中市

级医院医生工作站的应用接入率已接

近 100%。

接下来， 上海还将启动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内的互联互

通互认， 探索实现与江苏省吴江市卫

生信息互联互通。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昨天， 由上海市预

防青少年犯罪帮教中心、 上海市

爱心帮教基金会、 浦东新区育华

学校联合主办的“守护明天” 系

列活动之二———爱在你我他成长

体验营在育华学校 （专门学校）

启动。 爱在你我他成长体验营围

绕“守护明天” 这一预防和减少

青少年违法犯罪活动特色品牌，

通过主题讲座、 团康活动、 急救

实操、 创意手作等多种形式， 为

同学们带来了生动活泼的安全教

育。

在国家安全教育版块， “你

知道国家安全包含哪些方面吗？”

一个问题引发了同学们的热烈回

应， 国家安全是关系到民族存亡

的大事， 这一主题唤起了同学们

的拳拳赤子之心， 他们慷慨激

昂， 畅所欲言。 通过鲜活的案例

和热烈的讨论， 同学们进一步明

确了作为承担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应有的使命与担当。

在生命安全教育版块， 则教

会孩子们学好应急知识,提高自

救能力。 带教教官利用专业心肺

复苏假人， 教导同学们如何在突

发情况下正确地进行心肺复苏。

教官还带领同学们学习了六种简

单易学的三角巾包扎方法， 以便

在突发情况下因地制宜地进行自

救与互救。“太实用了， 满满的干

货”， 同学们学完后兴奋地表示，

“回家后一定要把今天学到的个

人防护技巧与互救技能教给自己

的亲人！”

在公共安全教育版块， 让孩

子学会小事从我做起、 助力公共

安全。 “隐瞒疫情会涉嫌犯罪

吗？” 随着主讲老师抛出的第一

个问题， 同学们立刻回想起新型

冠状病毒防控中的一些热点事

件。 主讲嘉宾结合实际案例， 深

入浅出地讲述公共安全知识和相

关法律法规， 并通过与同学们的

积极互动， 引发其对公共安全重

要性的思考。 同学们以帆布袋为

载体， 绘制公共主题创意画， 增

强了维护城市公共安全的意识。

■ 勇当开路先锋， 要始终保持敢闯敢试的精神， 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

■ 做到示范引领， 要形成不一般的改革开放成果， 推动发展、 可资借鉴

■ 敢于突破攻坚， 就是要挑最重的担子、 啃最难啃的骨头， 闯关夺隘、 攻坚克难

上海市委中心组学习会集中学改革开放史，李强强调

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 闯关夺隘 攻坚克难
本报讯 作为市委开展党史、

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

发展史学习教育以来的第三次集中

学习， 市委中心组昨天下午举行学

习会， 听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蔡昉所作的“深入学习改革开放史，

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力量” 专题辅

导报告。 市委书记李强主持会议并

强调，学习改革开放史，必须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

讲话精神，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

难啃的骨头，更好发挥开路先锋、示

范引领、 突破攻坚的作用， 以敢闯

敢试的精神状态逢山开路、 遇水架

桥， 闯关夺隘、 攻坚克难， 力争形

成不一般的改革开放成果， 为服务

全国改革开放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蔡昉的专题辅导报告以丰富的

史料、 生动的事例、 详实的数据，

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 伟大

成就、 发展经验和历史意义进行了

全面梳理和系统阐述， 并结合当前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就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作了

展望。

李强指出， 改革开放史是一部

当代史， 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亲历

者、 参与者和见证者。 正是由于改

革开放， 新中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到

富起来、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正是

由于改革开放，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

执政条件下战胜了各种风险挑战，

不断与时俱进， 永葆生机活力； 也

正是由于改革开放， 我们在世界上

把社会主义的旗帜举住了、 举稳

了。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不断向前，

改革开放史的内容将不断演绎， 改

革开放史的意义将不断彰显。 我们

学习改革开放史， 要从历史中汲取

智慧和力量， 砥砺信心和勇气， 强

化担当和作为， 在新时代发挥好开

路先锋、 示范引领、 突破攻坚的作

用， 不辱使命、 不负重托。

李强指出， 勇当开路先锋， 要

始终保持敢闯敢试的精神， 逢山开

路、 遇水架桥。 上海处于改革开放

前沿， 发展中有很多问题最先遇

到， 没有现成答案可以照搬照抄，

必须拿出开路先锋应有的追求和志

向， 以敢为天下先的劲头率先探索

实践。 要结合实施三项新的重大任

务、建设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

市运行“一网统管” 两张网等， 推

出更多新的首创性改革开放举措。

李强指出， 做到示范引领， 要

形成不一般的改革开放成果， 推动

发展、 可资借鉴。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许多重大改革开放

举措放在上海试点试验， 赋予上海

新的国家战略任务和重大平台。 我们

要以追求卓越的精神推进落实， 坚持

高标准、 高质量、 高水平， 精益求

精、 做到极致。 要坚持系统集成， 注

重压力测试， 形成制度成果， 使各方

面改革开放举措互相配合、 互相促

进、 相得益彰， 使各方面制度安排更

加成熟、 更加定型， 不断推进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李强指出，敢于突破攻坚，就是要

挑最重的担子、啃最难啃的骨头，闯关

夺隘、 攻坚克难。 要以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为契机，始终保持敢跟全球顶

级水平对话的志气， 强烈渴望建功立

业的心气， 艰苦奋斗、 忘我工作的朝

气，聚焦制约发展的深层次瓶颈问题、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体制

机制的顽症痼疾问题，迎难而上，突破

攻坚，掀起深化改革开放的新热潮，奋

力创造新时代上海改革开放新奇迹。

给学生带来生动活泼的安全教育
“守护明天”系列活动之二 爱在你我他成长体验营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