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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对 家 庭 医 生 ，开 发 了 移 动

App，支持移动签约，建档，开展公

共卫生服务等。

对医疗机构，所有医疗机构支

持支付宝和微信扫码支付，部分医

院和社区实现诊间支付。

对医联体，构建的“影像云”

“检验云”等，支持全区 9个医疗联

合体开展影像和检验辅助诊断，所

有医疗机构的影像和检验报告都

实时上传到了区平台，支持全市互

联互通互认。所有医疗机构医生

工作站可以调阅病人完整的电子

健康档案。

对管理方，开发了基于DRGs
和CMI的公立医疗机构绩效考核系

统，以全市社区卫生管理云平台为

抓手推进全区社区卫生综合改革。

做到“一部手机看病”

从一部手机出门（不用带钱

包），到“一部手机看病”，2019年夏

末发生在浦东的这个变化，背后经

历了三大工程。

“2004 年，东方医院是浦东第

一个搭建信息网的医院。”王晓丽

说。后来，各家医院信息化工程纷

纷上马，但标准不一，形成的是一

个个信息孤岛。为此，2008年，浦

东新区卫生信息中心成立。

浦东卫生信息互联互通走过

了三个关键节点：2009年，作为上

海市六个试点区县之一，一期工

程，建立区级公共卫生系统，统一

配置北片 3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基本医疗信息系统及社区卫生服

务信息系统；2012年，二期工程，建

设浦东新区新的卫生信息网络、数

据中心、卫生视讯中心，并接入上

海市市级平台，升级、整合南片二

级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中

心、服务站、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的信息系统；2018年，三

期工程，为浦东新区卫生信息平台

和浦东新区七家二级专科医院进

行信息化升级。

如今，全区层面搭建了一张覆

盖全区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专网，

联通了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分中心、服务站和村卫生室以及直

属医疗卫生机构；自建了统一交互

的数据中心并实现了数据的异地

灾备；开发了以电子健康档案为核

心的卫生信息平台，实现了与市健

康信息网以及新区信息平台的对

接；依托新区政务云建成了“社区

医疗云”“公卫云”“影像云”“检验

云”“便民云”等云平台；编制了一

套具有浦东特色的卫生信息化标

准；建立了全区统一的就诊与健康

管理 ID；形成了一套信息化项目

管理和评估体系。

公利医院、东方医院和人民医

院 3 家综合医院达到国家电子病

历应用水平五级，周浦医院达到四

级；第七人民医院和浦南医院达到

国家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标准

化成熟度测评四级甲等。46家社

区通过了上海市电子健康档案应

用水平四级。

（上接1版）
代表全球AI技术应用项目的

最高荣誉“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奖”

将在全球16个国家（地区）187支赛

队中产生4位获奖者。另外会上将

发布新一批国家新一代AI开放创

新平台，代表中国AI公共创新平台

的最新布局。

最活跃的AI产业合作

据介绍，本届大会参展企业约

300家，比去年增长50%以上，除微

软、亚马逊、BAT、华为等行业领军

企业，新增了特斯拉、IBM、ABB、

发那科、平安集团、国家电网等产

业生态企业，15家龙头企业将举办

行业及主题论坛，开展产业上下游

合作对接。马斯克、马云、马化腾、

沈向洋（微软）、Swami（亚马逊）等

100多位产业界领袖参会，并将展

开最具想象力的企业家代表（马斯

克和马云）之间直接对话。

未来AI社会超前体验

主会场世博周边地区打造“城

市AI生活新画卷”，围绕生活工作

的核心空间形态，建设无人驾驶、智

慧酒店、智慧商业、智慧楼宇等八大

应用场景，通过布局AR导览、智能

餐厅等，打造国内一流的智慧新街

区。记者了解到，在世博源，多个餐

厅里机器人已经上岗，进行送餐服

务；在品牌服装店里，AR试衣镜让

顾客挥挥双手，就能体验服饰效果；

在智慧健康小屋中，正在提供多项

体征指标的自助检测，现场还能出

具报告。这些生活化的场景直接

向市民开放，希望能在衣食住行里

打上AI的印记，启动一幅智慧生活

的新画面。

此外，在城市管理后台，AI扮演

着更重要的角色。在前滩世贸中心

二期，智慧设施设备管理平台融合了

AI和混合现实技术，对楼宇完成可视

化巡检，构建建设、运维和服务的“数

字孪生体”。管理者通过管理系统，

即可实时掌控设备设施的运行、能

耗消耗、租户分布、安防状态等，有

助于保障楼宇各项设备正常运营。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盛况空

前Ti9的刚刚落下帷幕，世博管理局

又为区域电竞产业发展注入新燃

料。昨天世博管理局举行了一场电

竞主题招商活动，比赛、交易、直播、

培训等电竞产业上下游企业齐聚，

了解政策、共谋发展。

多家知名电竞俱乐部、电竞公

司、赛事运营商、直播公司、电竞装

备公司代表参与此次活动。同时，

世博管理局邀请到相关委办局、商

务园区的专业人士，就相关扶持政

策、园区招商、人才公寓等问题，进

行详细解读。“Ti9 的召开，让上海

成为今夏全球电竞爱好者眼中最

闪亮的城市，今天我们趁热打铁，

希望吸引电竞比赛、交易、直播、培

训等产业上下游企业齐聚世博，打

造一个完整的电竞产业生态圈。”

世博管理局文化发展处处长陆毅

说。

浦东作为上海电子竞技产业

发展核心功能区，正全力以赴承接

上海打造全球电竞之都的目标。

就在本月初举行的全球电竞大会

上，浦东新区宣布在未来三年内，

计划通过政府直接引导集聚 50 亿

资金，用于服务和扶持电竞及游戏

产业，涵盖电竞企业、电竞场馆、电

竞俱乐部、电竞运动员等各主体。

在此规划中，世博地区具有得

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拥有梅赛德斯

奔驰文化中心、世博中心、东方体

育中心等一流场馆。完善的基础

设施、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为电

竞产业的迅速崛起提供了肥沃的

土壤。

2015年初落户世博的耀宇文化

起初只有五六十人，如今却已孵化

并发展出主营为电竞赛事内容制

作、视频直播平台和广告招商的3家

独立公司，合计员工人数近 300 人。

近年来，耀宇文化承办过DOTA2上

海特锦赛、DAC亚洲邀请赛、王者荣

耀冬季杯等多项赛事，其自主品牌

赛事MDL国际精英邀请赛登陆过上

海、澳门、武汉、厦门、无锡等多个城

市。

陆毅表示：“下阶段，世博地区

将充分发挥自贸创新、产业集聚等

方面的优势，致力于打造完整的电

竞生态圈，用更好、更宽、更高的

平台，促进内容、赛事、品牌、战

队、比赛场馆、赛事直播等关键环

节产业发展，为引入国内外顶级赛

事落户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本报讯（记者 黄静）世界人工

智能大会是本周的热门话题。昨天

下午，由浦东张江科学城妇联主办的

“科学+”科创亲子行活动在张江人

工智能岛举行，20 组亲子家庭近距

离体验人工智能的魅力。

前来参加活动的 20 组亲子家

庭，有的生活在科学城，有的工作在

科学城，家长们戏称自己的孩子是

“科”二代。不同于其他的科创课，公

益属性的“科学+”系列活动全程免

费，报名都靠“秒杀”。活动中，亲子

家庭不仅亲身体验了人工智能岛上

的 AI 应用场景、聆听科学家对水下

机器人的详细介绍，还跟着专业的科

创课程老师，亲子合作完成物联网与

智能家居搭建，真正实现了对智慧家

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此次活动只是张江科学城妇联

“科学+”系列服务品牌活动之一。

除了用好“高大上”科技资源推出“科

学+亲子”项目外，张江科学城妇联

还契合高学历女性需求，推出“科

学+人文”项目；创造参与社会治理

的平台，推出“科学+公益”项目。

“这是小型便携水下机器人的

‘眼睛’，可以探测周围水域情况

……”活动中，为亲子家庭生动讲解

的“大咖”是自主国产水下机器人开

发者、张江科学城妇联主席付斌博

士。付斌告诉记者，妇联关注家庭的

幸福和成长，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向

年轻家庭传播家庭科创教育理念，为

科学城的人才建设注入来自未来的

新鲜血液。科学城妇联也愿意不断

尝试开发具有科学城特质家庭喜爱

的活动，助力张江科学城由“园”到

“城”的转变。

据悉，2018 年 12 月 28 日，张江

科学城召开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张

江科学城妇联正式成立并实体运

转。11名执委平均年龄 36岁，硕博

研究生学历占58%，充分体现了高科

技、高学历、高素质及年轻化的特

点。未来，张江科学城妇联将继续围

绕“助力科创中心建设”的目标，细化

张江科学城女性从业者需求，进一步

开展“科学+”系列服务，凝聚和链接

张江科学城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女性

人才。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近日，野村新加坡有限公司、株式

会社三井住友银行等境外机构投资者与汇丰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等境内机构开展了银行间债券市场首批结算周期为

T+3的现券交易。这是中央结算、上海清算所与中国外汇交

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8月23日联合发布通知，

将境外投资者结算周期延长至T+3后，境外投资者达成的首

批T+3现券交易之一。

根据三方联合通知，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交易、质

押式回购、买断式回购、债券借贷的交易双方，若其中至少一

方为境外投资者，即可选择T+3的结算周期。延长境外机构

投资者债券交易结算周期，有利于境外机构投资者在参与中

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时进一步降低资金成本，与国际债券市场

接轨。汇丰预计，目前规模位居全球第二的中国债券市场将

吸引更多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

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境外机构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债券托管余额为 20163.07亿元，再创新高；当月增持人民币

债券620.27亿元，为连续第五个月增持。债券通网站披露的

数据也显示，7月债券通共新增96家境外机构投资者入市，累

计数量突破1100家，当月债券通月度交易量达2010亿元，再

次突破纪录。

本报讯（记者 吴燕）日前，教育部公布“2019全国足球

特色幼儿园名单”，上海 107所幼儿园上榜，其中包括浦东的

19所幼儿园。记者采访发现，这些幼儿园在打造足球特色的

过程中兼顾普及与提高，并结合园本特色进行创新，不但让

一批浦东萌娃爱上了足球，还玩出了不少新花样。

位于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的冰厂田滴水湖幼儿园，两个园

区有近 900名幼儿。足球成为这所幼儿园促进课程创新、家

园沟通、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园长陈月红告诉记者，

幼儿园成立之初便开始开发小足球的活动内容，激发幼儿的

运动兴趣。除了每周一次的小足球专项训练活动，还把足球

渗透到了幼儿一日活动中。园方近期还开发推广足球亲子

游戏，促进亲子关系、家园关系的建立和培养。一年一度的

“滴幼足球节”“足球游戏我来玩”“足球知识不倒问”“足球故

事来分享”等活动，帮助幼儿多元了解足球文化；园方还借助

家长和社区资源，在临港周边高校和公园举行“爸爸足球赛”

“亲子绿茵足球趴”等。

今年 6月，“全国少儿足球星计划——全国嘉年华”在国

家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上，浦东新区靖海之星幼儿园的20名

足球萌娃代表浦东、代表上海在“鸟巢”亮相，比赛中表现不

俗，幼儿园也获得了“优秀组织奖”的荣誉。地处惠南镇的靖

海之星幼儿园目前有靖海、桃源、听云、星辰四个部，约 1200
余名在园幼儿。近期园方又着手打造以足球运动为载体的

“慧运动”特色。园长丁惠芳介绍，今年 1月幼儿园参加了由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召开的全国足球星计划启动仪

式，并被授予“足球星计划示范园”称号。目前，幼儿园已组

建两支足球队，40名小球员既有男生也有女生。

本报讯（记者 姜天瑶）近日，浦东锦绣坊地下商业体里

多了好多毛线制作的艺术装置，它们有的是一幅画，有的是

一把伞，还有的是一束花、一只大蜘蛛。这都是一个叫“彩虹

妈妈”的团队编织的成果。

“彩虹妈妈”的创始人毛晚是一名90后年轻妈妈，2015年

产子后，由于全部生活都围绕着孩子，没有了自己的生活重

心，渐渐地患上了产后抑郁。为了自我调整，她把之前的爱

好拾起来，拿起钩针做一些小东西，也给孩子钩玩具、钩衣

服。在一针一线的编织过程中，她的心情又逐渐开朗起来。

这一经历也让毛晚慢慢和一批同样受到抑郁困扰的妈妈们

走到了一起，她们互相鼓励，学习编织。据介绍，“彩虹妈妈”

目前有 20多人，来自全国各地，80%的成员或多或少受到抑

郁困扰。

为了让更多人关注产后抑郁，毛晚希望学习国外艺术家

的做法，把编织的作品应用在公共空间里。今年4月，毛晚和

同伴们耗时 4 个月、编织大小玩偶 500 个、覆盖锦绣坊栏杆

500米的暖心故事，还登上了《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

现在，“彩虹妈妈”和锦绣坊进行第二次合作，新作品更

有艺术气息，体量也更大。毛线装置分为两个部分：大的主

题依旧是“关注抑郁”，一部分放在锦绣坊地下商业体，主要

分为天空陆地海洋3个系列，作品里有云朵、鲸鱼、向日葵、仙

人掌、长颈鹿等等；另一部分计划布置在室外的马路栏杆上，

将等到入冬再进行安装。

据悉，“彩虹妈妈”计划明年1月在锦绣坊拍卖这些作品，

善款将捐赠给红十字会，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昨天，

ARJ21飞机迎着朝阳从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起飞，顺利完成相关试飞科目，展

现了大兴机场对国产飞机的保障能力。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是建设在北京

市大兴区与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之间

的超大型国际航空综合交通枢纽，2018
年7月6日，《北京新机场建设与运营筹

备总进度综合管控计划》正式发布，明

确北京新机场及其配套工程在6月30
日竣工验收，2019年 9月 30日投入运

营。

据悉，新建机场必须经过校飞、试

飞、行业验收等程序后才能取得机场使

用许可证，而试飞是飞行程序批复和相

关行业验收的重要前置条件，对机场开

航具有重要意义。8月26日，大兴机场

开始了第二次验证飞行，其中，低能见

度专项试飞从17点43分开始，一直持

续到 21点 33分，东航一架空客A320、
首都航一架空客A330、中联航一架波

音B737、河北航一架波音B737、成都航

一架ARJ21等5架飞机，在华北空管的

指挥下，依次在大兴机场平稳着陆。此

次试飞技术代表当今国际航空业界低

能见度运行的先进水平，也意味着大兴

机场开航即具备世界最高等级的低能

见度运行保障能力。

8月26日晚21点32分，成都航空

EU2501 航班降落大兴机场，这是

ARJ21载客运营后首次在北京开展飞

行，也是首次参加新机场的试飞工作。

成都航空总经理、ARJ21执飞机长查光

忆表示，通过两天的试飞，ARJ21飞机

配合大兴机场开展了Ι 类精密进近

（CATΙ ）及跑道视程（RVR）400米起

飞等低能见度运行补充审定验证、改进

型 地 面 活 动 引 导 及 控 制 系 统

（A-SMGCS）测试和包括除冰在内的

地面保障流程演练，为机场开航及后续

实际运行做好准备。

世博举行招商活动 助力打造“电竞之都”

注入“新燃料”推进区域电竞产业
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市更便利

现券交易可选择
T+3结算周期

90后妈妈编织一座“毛线坊”

走出抑郁阴影
重拾生活乐趣

全国足球特色幼儿园
浦东新区获评19所

张江“科二代”尝鲜AI课

ARJ21飞机试飞
大兴国际机场
为机场开航做好准备

一部手机搞定问诊就医那些事

四大版块构建产业发展生态

“科学+”科创亲子行活动在张江举行。 □徐网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