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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天蔚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日前下发

《关于公布上海市儿童医院等 26 家医

院医院等级评审结论的通知》，正式认

定上海市松江区泗泾医院为二级甲等

综合性医院。

自建院以来，泗泾医院立足松江东

北部区域，辐射青浦、闵行等周边地区，

努力建设成为一家集预防、医疗、康复、

保健、科研于一体的综合性公立医院，并

于今年7月通过评审后被认定为上海市

第二批区域性医疗中心。目前，医院占

地56亩，建筑面积37785平方米，核定床

位300张，年门急诊量64万人次。

市级专家直接入驻
提升医疗能级

在泗泾医院今年新筹建的康复科

内，整齐明亮的传统康复室和运动康复

室已开始为居民提供康复治疗。与此同

时，康复科与骨科推行“骨科运动康复一

体化”治疗方式，即康复科专家不仅参与

康复治疗，还参与骨科的日常查房，将

“康复理念前置”的概念应用于实际，帮

助患者抓住最佳康复时机。

这得益于 2019 年松江区人民政府

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

院达成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共建上

海第九人民医院集团—松江医疗联合体

的契机下，泗泾医院除了康复科有九院

专家直接入驻，妇产科、五官科、口腔科

等每周也都有九院专家坐诊。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今年 10 月 15
日，松江区牙病防治所开工。防治所结

合泗泾医院现有医疗基础设施及功能要

求，设置了口腔综合科、口腔内科、口腔

外科、儿童预防科、化验、放射、手术室等

科室功能，预计 2022年 6月竣工验收并

投入使用，填补松江区目前专业牙病防

治所的空白。

泗泾医院院长钱春贤表示：“医院将

依托与九院紧密型医联体建设，扩大合

作科室规模，同时引入九院优势学科，进

一步为居民提供市区同质化的诊疗服

务。”接下来，在泗泾医院周围，松江还将

与九院共同筹建国际医疗中心和科技创

新与转化园区，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能级

和区域健康品质，增强区域医疗影响力。

关注群众就医痛点
打造特色科室

随着松江新城建设的发力，泗泾医

院服务范围内人口逐渐增长，市民对医

疗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过去医院没

有 ICU病房，附近的危重病人只能转送

到较远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如今综合

ICU病房已投入使用，还配备了专业人

员和全新设备，患者在“家门口”就可以

享受到专业的医疗服务。

在推进区域性医疗中心建设的过

程中，泗泾医院通过人才引进，逐步完

善医疗服务队伍。例如，口腔科引进北

京 301 医院博士后一名，为患者提供美

学修复、牙体牙髓、全口义齿、儿童口腔

等高质量服务；引进外省市泌尿外科专

委会主任委员，熟练开展前列腺、泌尿

系统结石等微创手术以及体外冲击波

碎石术。

据介绍，泗泾医院现已建成综合

ICU、康复科、PCR 实验室、胸痛中心、

脑卒中中心等。下一步，医院将陆续开

设胸外科、神经外科、血液科、肿瘤科等

科室，并将添置核磁共振、数字减影血管

造影等大型医疗设备，关注群众的就医

痛点、难点，满足群众的医疗救治需求。

科研公益共同发力
多维提升服务

泗泾医院在创评“二级甲等”和区域

性医疗中心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评促

建、以评促改、评建并举、重在内涵”的方

针，通过评审的高标准、严要求多维度提

升医疗服务。

据悉，在松江区卫生健康改革和发

展“十四五”规划中，泗泾医院将在 2022
年内启动新建一幢医学综合楼项目，占

地面积4.8万平方米，作为九院国际医疗

中心配套项目。

硬实力增长的同时，泗泾医院也不

忘提升软实力。2019 年，医院成立“泗

家人”公益品牌，长期为患者提供导诊、

咨询、健康宣教以及各项便民服务；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为方便老年患者，医院优

化院前流调环节，购置了松江区首台健

康码识别设备。

未来，泗泾医院将全力加速与市级

医疗资源和平台展开深入合作，加强人

才队伍、重点学科、科研能力的建设，加

大医疗设备、信息化等方面的投入建设，

持续提升医院核心竞争力，以坚守初心

的“泗医人”形象，朝着公立医院高质量

发展的目标前行。

本报讯（记者 梁锋） 11 月 23 日上

午，中山街道举行G60科创走廊总部研

发功能区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会

上共有29个项目集中签约，签约总投资

额达63.12亿元。

据了解，此次集中签约的 29 个项

目涉及新材料、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

多个产业。29 个项目中有细分行业的

领军企业，有蓄势待发的产业新军，还

有走在时代前沿的创业先锋。其中，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基

金由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办牵

头，会同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九城政

府，引入海通证券等社会资本联合发

起设立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长

三角 G60 科创走廊子基金，重点投向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九城市集成电

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七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中早期项目，目标规模 100
亿元，首期出资 20 亿元。上海瑞钼特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两亿元设立高

端影像、半导体精密制造产业化基地，

用于攻克两个“卡脖子”项目，预计到

2024 年可形成年产值 3 亿元，实现年

税收 2500 万元以上的规模，同时预计

未来五年内将保持 30%左右的产值、

利税双增长。中国积分产业总部基地

旨在实现“品牌+用户+积分供应商”

三方共赢，发挥聚集效应，以研发、采

购、仓储、物流、贸易、投资为一体，力

争用三年时间实现总交易规模达到 50
亿元到 100 亿元的目标，完善供应链金

融体系，能够实现物流、商流、资金流、

信息流四流合一，激活整个积分产业

供应链的高效运转。

这么多优质项目为何青睐中山街

道？上海瑞钼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时晓明表示，中山街道作为松江城

区门户和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核心板

块，拥有完备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和良

好的投资环境，这里有大批先进制造

业，汇聚了大量科创从业人才，这些都

为瑞钼特公司的入驻和未来发展创造

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也成为了公司研发

总部选址的最优选择。云朵实业（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丁焕鹏则表

示：“我经过多地考察和综合考虑，觉得

中山街道的营商环境和配套比较符合

我们公司的发展方向，所以最终选择落

户在中山街道。”

“本次签约凸显了长三角G60科创

走廊强大的磁吸效应，同时为中山高质

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接下来我们要做

好优质金牌‘店小二’服务，确保项目早

开工、早竣工、早投产。”松江工业区中

山工业园总经理张胜军表示。

据了解，今年以来，中山街道聚焦

“智能制造+总部基地+专业服务”的

产业布局，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优

越的发展条件，产业投资呈现量质齐

飞的喜人态势，1-11 月街道共计新落

户企业 1220 家。清华启迪、海尔智谷、

临港漕河泾（中山）科技园等产业平台

赋能一大批科创企业集聚发展，云间

粮仓等文创园区点亮城市和文化双重

活力。

本报讯（记者 王

梅） 洞泾镇同欣社区

第四届“美丽庭院”评

比 大 赛 结 果 日 前 公

布。“一年一次评比，一

年一番变化。”不少居

民感慨，居住环境越来

越美，邻里关系也越来

越融洽。最让大家津

津乐道的是，社区里还

出现了不少“庭院美化

达人”。

本 届“ 美 丽 庭

院”评比大赛一等奖

得主——49 号家庭女

主人唐粉玲就是自学

成 才 的 庭 院 美 化 能

手。葡萄藤搭上拱形

门长廊，再配上太阳能

彩灯，这是她家今年新

增的景观。穿廊而过

进入庭院，当季的小金

桔挂满枝头，屋前窗下

整齐排列的多肉小盆

栽亦十分惹人喜爱。

“我本身就有这方

面的爱好，正好社区里

又办了‘美丽庭院’评

比，大家一起参与，兴致

自然更高了。”唐粉玲介

绍，她家庭院的“主角”

就是多肉植物，宅前屋后、楼上楼下加起

来有200多盆，涵盖摩西干巨人、艾杜丽

斯、布鲁蓝、达芬奇密码、秀珍杂、饺子皮、

香水、晨露、华美、虎鲸、法师等众多品

类。“入坑”多肉植物五年多，她成了邻居

们口中的“多肉种植达人”，不仅自己养多

肉植物，还带着邻居们一起养，甚至还拉

着喜欢花草种植的邻居姐妹们建立了“花

草花卉”微信交流群，庭院一年四季的美

景都在群里热热闹闹地“晒”出来。

“美丽庭院”评比大赛办到第四个年

头，报名参赛的家庭累计近百户，每届创

建评比都要经历前期创建、拍照分享报

名、集中自评等环节。“美丽庭院年年晒，

年年都有新变化。”居民金继强说，居民

自己当评委，乐呵又公平。

在同欣社区党支部书记张钢治看来，

这场看似简单的“美丽庭院”建设评比接

力赛起到了以“小美”助力城市“大美”的

作用。“家家户户投身‘美丽庭院’建设，社

区居住环境提升自然不在话下，分享交

流还能增进邻里感情。”他介绍，同欣社

区里大多数居民原先都是农民出身，闲不

惯是他们的共性，居委会搭建平台，通过

设置相应奖项鼓励居民参与“美丽庭院”

创建，有益于形成爱美为美的氛围。

建设区域性医疗中心，不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泗泾医院晋级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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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个项目总投资额达63.12亿元

G60科创走廊总部研发
功能区投资项目集中签约

本报讯（记者 李于伯） 一边是需要就业的

人群，一边是缺工的企业，如何让就业市场供需

两端实现有效对接？11 月 30 日，区人社局、经

开区联合举办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人力资

源供需对接洽谈会，组织企业和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面对面交流，供需双方零距离对接解决企

业用工难题。

当天，14家用工需求较大的企业和4家区内

优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加了对接会。会上，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相关负责人对自己公司的服务

范围、服务优势等情况进行了简单介绍，他们纷

纷表示供需对接洽谈会为公司输送人力资源提

高了效率。上海申博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业

务总监蒋晨表示，通过政府部门搭建的洽谈会平

台，公司可以跟企业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企业

的用工需求，有利于公司对有用工需求的企业进

行精准的人力资源服务。

活动现场，捷锐企业（上海）有限公司招聘主

管吴晓琳与上海欣亮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的工作

人员进行了详细的交流，双方还留下了联系方

式。“企业在发展中经常会碰到用工紧张的问题，

通过交流，可以知道他们能提供什么样的人力资

源服务，今后我们将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吴晓

琳说。理想晶延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汤丽娟则表示，在订单旺

季，公司经常碰到用人短缺难题，政府部门组织

的人力资源供需对接洽谈会为企业缓解用工需

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渠道。

想企业所想，缓企业所急。据悉，这已经是

区人社部门今年第二次举办人力资源供需对接

洽谈会，为企业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牵线搭桥，

共同做好辖区内企业用工工作，以实际行动优化

营商环境，多维度保障企业发展。区就业促进中

心主任殷华表示，举办洽谈会主要是为了解决区

内的重点用工企业以及人力资源机构之间的信

息不对称问题，通过搭建这样一个供需对接平

台，有利于让人力资源实现市场的更优化匹配。

今后，将以常态化的方式架起企业和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协作的桥梁，不断提升人力资源市场的运

转效率，解决企业用工难题。

供需面对面
解决用工难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
人力资源供需对接洽谈会举行

冬日的岳阳街道社区食堂内，

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

深受社区居民欢迎的同时，也满足

了周边上班族的午餐需求。上图：

居民在挑选午餐菜品；左图：居民

在智能结账台前快捷支付。

记者 岳诚 摄

本报讯（记者 梁锋） 11月30日下午，以“深

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大力推进质量强国建设”

为主题的 2021年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质量标准

论坛以“线上+线下”方式举行。长三角G60科创

走廊九城市市场监管局以视频连线方式“云上”

相聚，共享九城质量标准工作经验成果，助推九

城市区域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

本次论坛设一个主会场和八个分会场，来自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九城市的市场监管部门主

要负责人、研究机构、标杆企业及媒体代表参加

论坛。

作为论坛的重要环节之一，2020年度《长三

角G60科创走廊质量标准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报

告》同步发布，报告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

展的大背景下，深入贯彻“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

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以去年九城市统一的质

量标准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迭代升级，进一步完

善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质量标准评价指标体

系。在着眼于各城市质量标准发展实际的同时，

关注不同城市的优势与特点，通过纵向和横向的

双重比较，客观反映与综合评价九城市质量发展

状况，为贯彻落实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一体化发

展提供科学依据。

论坛上，松江区区长质量奖获奖企业——上

海航天精密机械研究所副所长杨学勤以“以质取

信，协同发展，航天报国”为题，作了企业质量品牌

建设经验交流。作为中国航天和军工行业骨干单

位，上海航天精密机械研究所以“质量是政治、质

量是生命、质量是效益”为理念，坚持标准引领、质

量强企和创新驱动，持续推进卓越绩效管理，实施

航天“双归零”质量管理模式，打造精益管理标杆

现场，以供应链和产业链“两链”质量提升，助力实

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2018年，在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联

席办的推动下，九城市市场监管部门发起《G60
科创走廊质量协同发展联合倡议》，构建起长三

角G60科创走廊九城市市场监管系统质量发展

协作平台。四年来，区域质量标准论坛先后在松

江、芜湖、湖州、苏州四地轮流举办，下届论坛将

由宣城承办，已形成了区域质量发展工作常态化

交流机制。

九城市市场监管
部门“云上”相聚
2021年长三角G60科创
走廊质量标准论坛举行

社区居民参与“美丽庭院”评比。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