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张嘉煜

本报讯 每天打开政务微信客

户端， 公安民警、 辅警都会收到一

条专题的党史学习推文， 这是上海

松江公安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倒计时百日之际， 推出的

全新学习平台。

据悉， 上海松江公安充分发挥

手机微信等便捷工具， 组织开展有

针对性的学习活动。 在松江公安推

出的 《百年党史天天学》 专栏中，

每天通过介绍一首革命歌曲、 党史

上的今天 、 百年复兴路中的每一

年、 十八大以来关键词解读与革命

遗址巡礼， 全景展示党的百年光辉

历程、 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激励

广大民警 、 辅警自觉继承革命传

统、 传承红色基因， 为推动平安松

江建设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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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上海 2020 年环境空

气质量指数 （AQI） 优良率达

87.2%， 比 2019 年上升 2.5 个百

分点， 远超 “80%左右 ” 的目标

值， 创下了历年最高水平。 昨天，

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三十次

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本市 2020

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

成情况的报告。

据了解， 2020 年， 上海空气

质量 6 项指标首次全面达到国家

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 其中

SO2、 CO 持续达到一级标准 。

具体来看 ， 细颗粒 （PM2.5） 年

均浓度为 32 微克/立方米 （目标

值为 37）， 二氧化硫 （SO2）、 可

吸入颗粒物 （PM10）、 二氧化氮

（NO2） 年均浓度分别为 6、 41、

37 微克/立方米 ， 均为有监测记

录以来最低值。 臭氧 （O3） 浓度

为 152 微克/立方米 ， 一氧化碳

（CO） 浓度为 1.1 毫克/立方米。

上海 2020 年已圆满完成 “十

三五” 规划、 污染防治攻坚战和

2020 年度生态环境保护各项目标

任务。 本市持续深化区域污染联

防联控， 联合建立太湖淀山湖湖

长协作机制， 联合开展船舶和港

口污染突出问题整治。 通过深化

区域执法互督互学， 实现区域违

法处罚裁量基准基本统一。 长三

角地区全面推进一体化示范区生

态环境共保联治。 编制示范区生

态环境保护规划和重点跨界水体

联保专项方案， 率先推进生态环

境标准、 监测和执法 “三统一”，

实施跨区域联合执法。

据悉， 2021 年是建设美丽上

海迈向新征程的开局之年。 市生

态环境局局长程鹏介绍今年生态

环保工作目标时说， 上海 PM2.5

年均浓度力争继续控制在 35 微

克/立方米以下 ， 国考断面 （40

个） 水质达到或好于 III 类水体比

例将保持 65%以上， 土壤、 地下

水及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保持

稳定，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完成

国家下达任务。 上海今年将新增

森林面积 5 万亩， 全社会环保投

入占全市生产总值比例保持在 3%

左右。

据介绍， 今年上海将加快推

动绿色低碳发展， 组织编制沪碳

达峰行动方案， 加快推进全国碳

排放权交易机构建设。 着力推进

崇明岛碳中和示范， 启动实施第

三轮金山地区环境综合整治， 大

力发展绿色低碳环保产业。

今年上海还将落实 “林长

制 ”， 积极推进 “公园城市 ” 建

设， 加快生态廊道和重点绿地建

设 ， 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 。

同时深化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保

护协作形成共保联治。

申城空气质量优良率创新高
2020年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优良率达87.2%，上升2.5?百分点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昨天， 距离党的 100

周年诞生纪念日还有 100 天。 记者

昨日获悉，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

院近日组织部分新入院的 “90 后”

青年干警前往虹口区院恢复重建以

来首任检察长段斌家中 ， 聆听 98

岁高龄老党员、 老检察长讲述历史

故事、 回顾入党从检初心。

“那时候太艰苦了， 我们没有

车， 没有担架， 都是推着独轮车运

送物资和伤员。” “虹口检察院刚

重建那会， 才 16 个人 ， 现在院里

快 200 个人了吧！” 段老虽已 98 岁

了 ， 但说起参加革命工作时的情

景， 他仍然记忆犹新。 说起虹口检

察院的发展时 ， 他充满欣慰与自

豪。 段老向青年干警们讲述共产党

的发展历程、 讲述他的从检生涯、

讲述了他们那个年代工作的艰辛，

他在回忆的过程中几度哽咽。 他的

讲述引领了在场青年干警回忆艰苦

岁月， 重温奋斗历史， 激励了大家

牢记初心使命， 听党话、 跟党走。

在聆听党课后， 在场青年干警

深有体会， 结合区检察院退休检察

官凌文杰的事迹以及自身工作实

际， 讨论热烈。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年干

警， 我们要肩负着新的检察使命，

愿只争朝夕， 不负韶华， 勇做新时

代检察工作的排头兵 、 追梦人 ！”

虹口检察院第七检察部的陈冬冬

说。

“段老的讲述让我非常感动 ，

他和我们讲述共产党发展历程， 讲

述战争的残酷和艰苦， 讲述他的从

检生涯， 讲述他们那个年代工作的

艰辛， 讲述的过程中他几度动情哽

咽……” 虹口检察院政治部的周婷

婷表示， 老同志是党和检察事业发

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他们为检察

事业贡献了青春岁月， 付出了辛勤

汗水， 是他们的探索跋涉， 励精图

治， 才换来了如今的春华秋实。 段

老的哽咽中有心酸、 有疼惜、 有感

动， 更多的是欣慰。

“以后就靠你们年轻人啦 ！ ”

这句话段老反复提及， 周婷婷说，

这次党课之后， 留给她们的是不断

前行的勇气和力量。 青年干警们表

示， 今后， 要将老同志的榜样力量

转化为自身行动的动力 ， 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奋力拼搏、 锐意进

取 ， 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

松江公安打造“掌上”课堂 每日一屏学党史

一场“90后”之间的交流 听98岁老检察长上党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