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翟梦丽

“各位代表大家好， 我是第

十五届人大代表， 908 号张文

宏。” 在昨日举行的上海市十五届

人大五次会议专题审议现场， 事

先请假了的张文宏代表意外“现

身”。 奔波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张

爸” 录制了一段发言视频， 远程

参加了这场主题为“完善公共卫

生体系， 推动健康上海建设” 的

审议。

“上海要有一支非常好的

公共卫生的队伍”

“这次因为疫情不能来， 我

也是有蛮多想法的， 本来希望能

够跟大家一起再热议一下， 把我

们整个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推到实

处。” 在张文宏看来， 公共卫生绝

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 而是十年、

二十年， 甚至是一个时代的事情。

他认为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公共

卫生体系， 才能第一时间发现病

毒， 并将其限制在我们要求它待

的地方。 张文宏解释说， 上海要

有一支非常好的公共卫生的队伍，

这支队伍又细分为疾控队伍和临

床公共卫生队伍。

张文宏从疫情中总结的经验

入手， 深谙这两支队伍的重要性。

为此， 他建议建设一个非常完善、

非常强大的公共卫生队伍。 “这

支公共卫生队伍我们不能以常规

的你为自己的单位挣了多少钱衡

量你的工资， 因为他们就是一批

战士组成的公共卫生队伍， 我们

应该给予这支队伍非常好的维护

以及培训等。”

“不仅是设备完整，更重要

的是科技含量要领先”

同时， 张文宏表示本市还应

当建立一个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

他坦言， 各大医院整个感染与传

染病临床的公共卫生队伍还是非

常薄弱的。 张文宏建议能够建立

一支常备部队， 不以日常业务量

或者是收入来衡量这支队伍。

“在临床上同样要打造一个体系，

将来医院考核无论是二级医院、

三级医院， 对这样一个学科体系

的存在要列入考核标准， 只有这

样进入常态化抗疫我们才可以有

所依靠。” 张文宏说。

最后， 张文宏还强调了要促

进这个体系的科技含量。 “在这

个体系建设的基础上， 不单单是

设备完整， 更重要的是科技含量

我们要领先， 所以科技建设我认

为是至关重要的。” 张文宏希望，

对于将来常态化的抗疫和建设最

安全的公共卫生城市， 应该有所

准备， 有所推进， 落到实处。

□法治报记者 夏天 胡蝶飞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之一。 昨天上午， 市

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举行了“坚持人民城市

为人民， 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 专题会议。

刚进入“抢话筒” 阶段， 主持人话音未落，

一名列席的全国政协委员就高高举手， 抢得

发言权： “刚才不少委员都讲了教育的问

题， 我对此也很有共鸣， 我认为上海应该有

所作为。”

这场专题会议上， 不少政协委员的发言

都聚焦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领域建言献策。

“教育选拔评价体系单一， 升学压力大， 透

支了学生们的身心健康和学习兴趣； 学生们

的科学素养弱， 则无益于国家解决‘卡脖

子’ 技术问题”， 是多名委员的共识。 对此，

出席会议的相关市领导回应表示， “十四

五” 期间上海将增加教育资源供给， 在“五

个新城” 建设中布局更多优质教育资源， 同

时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建设， 减轻焦虑。

“孩子还没被科学‘点燃’，就

已被题海‘熄灭’”

上海大学钱伟长学院副院长李颖洁委员

指出：“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卡脖子’ 技术问

题， 科技教育要为未来更激烈的全球竞争筑

牢力量。 上海已经取得的基础教育成绩有目

共睹，但科学素养培养体系建构还未形成。 ”

结合市政协专委会调研结果， 李颖洁委

员表示： “目前青少年科技教育的处境非常

尴尬。 学生在充满创新活力的青少年时期，

精力被知识型的选拔考核占据， 孩子们还没

被科学‘点燃’， 就已被题海‘熄灭’。”

李颖洁委员建议上海出台青少年科技教

育标准， 示范引领青少年科学素养教育的风

气， 为上海市整体战略发展指定人才教育的

“3C标准”， 逐步完善和制定标准评价体系。

市政协常委、 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

任、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也在发言中强

调： “教育的培养功能和选拔功能不能本末

倒置。 教育不能透支孩子的身心健康， 消耗

孩子的学习兴趣。”

“十四五”期间增加800万平

方米基础教育空间

出席会议的有关领导在听取委员们的发

言后作出了回应。 其表示， 上海教育水平在

全国各省市名列前茅， 但与市民要求相比，

无论在数量、 质量还是布局方面还有不小的

提升空间。 “十四五” 期间， 上海基础教育

在校生数量会达到 220 万人， 比现在增加

5%， 学位供给会处在一种紧平衡状态。 对

此， 上海已规划了 500多个基建项目， 完成

后会达到新增 800 万平方米基础教育空间，

以有效解决数量供给不足的问题。

提升教育质量方面， 上海将加强在“五

个新城” 布局优质教育资源， 包括尽快完成

市级优质高中在“五个新城” 的布局， 以及

推动新晋特级教师、 特技特级校长流动到郊

区薄弱学校， 中心城区学校与郊区学校建立

结对帮扶关系， 鼓励更多集团化办学等。 同

时， “十四五” 期间上海将加大在学校配置

专职心理辅导人员， 保障学生们每天都有一

节体育课， 以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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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海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将达到 1000?

老房装电梯，瓶颈究竟卡在哪？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翟梦丽

“悬空老人” 下楼难怎么解决？ 老房加装电梯的瓶颈究竟在哪？ 在今年的人代会上， 加装电梯议题仍旧是代表们关心的重点
话题之一。 今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了任务： 今年完成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 1000 ?。

从 2015 年起就一直紧盯这一问题的市人大代表、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主任吴坚， 这次人代会提交了一份 《关于结合城市
更新， 创新思路更大力度推动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建议》。 此次， 吴坚代表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 从您的调研中， 您发现当下

老公房加装电梯面临什么难题？

吴坚 ： 首先就是钱的问题， 根据

《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既有多层住宅加

装电梯的若干意见》， 政府对加装电梯

的补贴最高是 28 万元一部， 差额部分

需要由居民补足， 但老旧公房里住的大

多都是退休老人， 一个现实的问题挡在

眼前： 没钱。 不仅装电梯， 包括后续的

维修保养都需要资金投入。 政府补贴只

解决前期安装电梯的启动问题， 未规划

装了电梯之后怎么运维和大修的费用，

造成大部分加装电梯的项目未设置专项

电梯运维基金， 导致后续安全运行费用

和大修资金缺乏保障， 加装电梯后难以

落实符合安全要素的应急通话、 远程设

施、 视频监控等装置装备， 带来后续电

梯使用的安全隐患。

还有一个就是审批问题， 两会前我

去了一个小区实地调研， 他们前期征询

居民一致同意了， 并且已经做了一个方

案， 但向有关部门申请立项时却遇到了

困难。 居民告诉我， 因为小区房屋结构

比较特殊， 朝北每一层楼外有根横梁，

立项审核单位认为， 半层入户， 受横梁

所困， 难以实施； 平层入室， 因消防通

道不足也难以实施。 其实关键就是老旧

小区在建造之初并无统一的标准， 因

此， 每当一个小区甚至一个门栋在加装

电梯方案设计时就需要一个不同的方

案， 这也使得审批的过程耗时颇多， 需

要反复修改。

记者： 您今年带来哪些关于加装电

梯方面的建议？

吴坚： 资金上， 要广开源。 我建议

可以将加装电梯投资项目开放给社会资

本进行投资， 以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

社会资本投资分为两部分， 一个部分是

专业投资公司， 还有一部分就是电梯公

司。 是不是可以在上海市场里面统一设

立一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专项基金？

由政府的各个部门出资， 再吸引一部分

社会投资， 解决资金问题。

此外， 除了引入社会资本， 小区居

民也要学会多种方式“生钱”。 随着上

海推进大规模城市更新， 在现有加装电

梯政策的基础上， 为彻底解决上述“一

头一尾” 的瓶颈问题， 建议对部分既有

住宅加装电梯采取拆除重建方式的项目

试点， 比如“拆一平一”， 在一个住宅

小区， 拆除重建一栋楼， 居民按拆一还

一回搬， 额定超面积部分按市场价打折

核算。 回搬之外的剩余套数出售后， 售

房款用于整个小区加装电梯、 后续运维

大修等一系列支出， 也可用于补偿多层

一楼居民； 又或者“拆一补多”， 选择

一个户数楼栋规模较小的多层住区， 整

体拆除一个小区， 重新建设一个高层小

区， 居民同样原拆原搬。 通过出售新增

套数， 用于平衡一个加装电梯需求大的

区域或一批加装电梯小区的资金需求等

等方法。 这些试点探索工作， 涉及规划

调整、 供地模式、 建设立项、 房地产交

易等一系列需要创新性适用现行法规政

策的事项和内容， 需要政府规资、 住

建、 房屋等有关部门会商研究， 需要选

好点先行先试， 需要深入群众取得共

识。

记者： 您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加装电

梯这项工作， 对此的感受是？

吴坚： 我关注这个好几年了， 确实

很难， 因为它是由下至上推进。 以前阻

挠的是“一票否决制”， 但通过我们的

努力， 这个也取消了， 现阶段又面临新

的问题。 但再难也要推进， 加装电梯是

老龄化社会一大民生期盼。 这几年来，

政府及居民的重视的程度越来越高， 今

年， 市委将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

列为全市“民心工程”， 上海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数量已成功地从“零” 突破到

“千”， 进入“十四五”， 我也期待结合

城市更新， 加装数量也能成功地从

“千” 跨越到“万”， 惠泽“悬空老人”

走下来， 让城市更新更有温度。

专题会上，政协委员聚焦基础教育

“尖子生”岂能缺科学素养？

“张爸”远程参与人代会专题审议

上海要建立一支公共卫生“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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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代表吴坚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