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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招生 学分互认 毕业互通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首次尝试跨省域职业教育一体化
! ! ! ! 统一招生、学分互认、跨校选课、毕业互
通……近期，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执行委员会会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江
苏省教育厅、浙江省教育厅联合印发《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职业教育一体化
平台建设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方案》
在全国率先推动实现跨省域中职统一招生，
率先推动实现跨省域中高职贯通，是全国跨
省域职业教育一体化的首次尝试。”示范区执
委会副主任陈建忠说。
上周末，
长三角一体化项目五年制招生现场

在吴江中等专业学校内进行，
包括上海青浦区职
业学校、
上海市房地产学校、
嘉善信息技术工程
学校、嘉善县中等专业学校等在内的中等职业
学校多个专业面向吴江考生开放招生，吴江
!""" 多名中考生前来咨询并填报相关志愿。
“示范区内 # 所中职学校统一开展跨区
域招生宣传、统一录取手续。目前各学校已按
照《方案》要求开展招生工作。”陈建忠说，
《方
案》明确了示范区职业教育一体化的近期、中
期、远期工作目标，
“近期目标是要完成‘三统
一’，即统一招生录取、统一教学标准、统一学

籍管理，这是今年要完成的。”
据陈建忠介绍，在招生录取方面，
《方案》
明确，
示范区内高职院校根据政策对示范区内
高中阶段教育开放招生，
两省一市指定相关高
职院校与示范区中职学校开展中高职衔接办
学；在统一教学管理方面，示范区内统一执行
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语文、历史三
科课程标准，共同选用合适的国规教材，联合
开发区域特色教材，示范区内学分互认，中职
学生可跨校选课，
在不同学校的学习成果可互
通互认；在统一学籍管理方面，将建立示范区

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全市开展市领导常态化走访企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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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纾困措施直接惠及市场主体
龚正走访均瑶和复星集团表示要助力民企打造"百年老店#
! ! ! ! 本报讯 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全市开展市
领导常态化走访企业工作，切实支持企业创
新发展，推动各项纾困措施直接惠及市场主
体。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走访均瑶集
团、复星集团时指出，民营企业是上海经济发
展“四轮驱动”中的重要一轮，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进一步发挥重点企业的引领带动作
用，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积极参与上海城市建
设，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

上午，龚正一行首先来到均瑶集团展示
厅，了解企业创业历程及在航空运输、金融、
教育、新材料等领域的最新进展。随后，市领
导走进复星集团总部，察看企业在科技抗疫
领域的最新成果和业务规划，并听取各业务
板块情况介绍。
在分别与两家集团负责人座谈交流时，
龚正充分肯定了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进程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参与“五个中心”建设
中取得的可喜成果。他说，推动民营企业做

大做强，对上海稳增长、调结构、保就业都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大力推进“放管
服”改革，把惠企政策落到实处，努力营造良
好营商环境，积极提供个性化、精细化服务，
最大限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助力民
企打造“百年老店”。希望民营企业秉持家国
情怀，进一步弘扬企业家精神，更加注重补
短板和锻长板，在危机中育新机，为持续形
成消费新热点、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作出更
大贡献。

!"!" 年$中国 #"" 最具价值品牌%榜单发布

“新民晚报”
品牌价值：
.+(/)$ 亿元
! ! ! ! 本报北京今日电 （驻京记者 潘子璇）世
界品牌实验室昨天在京发布$,&%年《中国+%%最
具价值品牌》榜单，
“新民晚报”连续第-#次上
榜，
品牌价值从第一届的../'#亿元跃升至.+-/)&
亿元，
比去年的!)*/''亿元上升了+!/&'亿元。
&%&% 年度《中国 +%% 最具价值品牌》的总
价值为 &.')&%/+* 亿元，入选门槛为 &#/-' 亿
元。在这份基于财务数据、
品牌强度和消费者行
为分析的年度报告中，国家电网以 +%!'/*# 亿
元的品牌价值荣登本年度最具价值品牌榜首。

占据榜单前五名的还有工商银行、海尔、腾讯、
中国人寿，
这些品牌已经迈进世界级品牌阵营。
上海有 .- 个品牌入选，比去年有所增
加。上汽、交通银行、宝武、上海电气、中国太
平洋保险、东方航空 ' 个上海品牌跻身具有
世界性影响力品牌榜。传媒类品牌除“新民晚
报”外，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拥有
的“012”以 +#$/'+ 亿元的品牌价值也进入
榜单。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创

新能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今年
华东地区以 (). 个品牌入榜，继续位居 $,$,
年品牌区域分布的榜首。世界品牌实验室分
析，长三角经济圈通过打破地域约束，优化产
业布局和深度融合，带动经济发展引擎，提升
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
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为副中心，包括江
苏苏州、浙江宁波、安徽合肥等核心城市在内
的长三角经济圈，区域经济总量、经济增速、
产业增加值等主要指标均保持在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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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山阴路历史风貌保护区内 修缮工程预计年底前结束
! ! ! !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龙钢 记者 袁玮）
记者今天从虹口区获悉，
山阴路历史风貌保护
区内的百年老弄堂恒丰里，近日启动修缮，这
是恒丰里史上最大规模的修缮工程，
整个修缮
工程预计在今年底前结束，
这条百年老弄堂将
修旧如旧，
再现当年石库门老弄堂的风采。
虹口区山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包括多伦
路、山阴路和甜爱路及周边居民区。此风貌区
混合保存有上世纪上海三四十年代的石库门
里弄、花园洋房等，好似一个海派民居建筑的
“露天博物馆”。恒丰里位于山阴路上，是建于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有近百幢三层及假三层
的砖木结构石库门房屋，是早期石库门里弄，
为上海市优秀历史保护建筑。()&' 年，中共中
央党校曾设在恒丰里，这里也是上海工人第
三次武装起义指挥部联络点、中共江苏省委
机关所在地，有着光荣的历史。
恒丰里房屋建造年代久远，内部结构老
化严重，近年来由于砖木立帖结构本身结构
形式特点，结构耐久性较低，尤其柱脚以及各
木材榫卯搭接节点易于损坏，现存在较多严
重的腐烂遭朽、松动的现象。
为恢复里弄风貌，确保建筑安全，此次恒
丰里修缮性质为居住类优秀历史建筑大修工

效果图
程，
具体为建筑外立面、
屋面、结构检修及相关
设施改造工程。同时对有条件的部位完成内部
的厨卫配套改造与粗装修工程，在提升房屋安
全性能的同时延续里弄风貌，改善居住功能与
内外环境品质。此外，
修缮将在保留外墙的情
况下将破损严重的内部木结构及砖墙砌体结
构作相应的结构加固，
提升建筑安全性能。
此次修缮时，恒丰里吉祥路沿街立面考
虑将铝合金窗更换为木窗，统一立面门窗颜

内中等职业学校学籍管理平台实现示范区内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统一管理，采用“籍随
人走，学分互认，毕业互通”的一体化管理模
式，
学生的学籍随学生进入就读的学校。
“三统一”是今年要完成的目标，
“中期目
标是到 $%&& 年 ' 月要打造‘三大平台’。”陈
建忠说，按照《方案》要求，到 &%&& 年 ' 月将
在示范区内建立包括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
统一平台、职业教育教师信息服务统一平台、
职业院校学生升学就业统一平台在内的“三
大平台”。
本报记者 毛丽君

色及样式，
晒台外墙做清水砖墙样式。同时修
复勒脚，修缮砖粉，更换檐沟，对屋面、水刷石
栏杆、水刷石窗套、水刷石门套等修缮修复，
对木窗、木门、铸铁窗栅重新油漆出新。将清
除山阴路 ') 弄、*+ 弄小区内二层拉毛墙体，
修缮为清水砖墙；两户房屋立柱新增路灯；木
门窗外侧 (! 铸铁窗栅油漆出新；修缮时还将
对雨污水分流改造，并新做黑色沥青路面，石
库门口预留植被种植区。

! ! ! ! 尽管今年高考尚未尘
埃落定! 不过已有趋势显
示! 考医分数一浪高过一
浪"据媒体报道!上海最早
一批被名校#强基计划$和
!! 校综评批次录取的考
生中! 不少进入了医科院
校%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
现象! 大量高素质人才进
入医卫行业! 医师职业的
吸引力在增强!令人欣喜"
曾几何时! 选择学医
需要极大的勇气"一方面!
学医是&长跑$!中外都是
邵
如此%早年!上海两家医学
院的本科都是 " 年制!之 宁
后改为 # 年制% 而从医的
门槛不断提高! 三级医院
现在基本上只招博士!加
上实习'规培!没有十几年
的苦读无法胜任" 另一方
面!前些年和金融'互联网
等行业相比! 医生的收入
并不高!但工作强度高'压
力大! 还有医患纠纷等困
扰! 导致莘莘学子望而却
步! 连不少医生都不愿意
自己的孩子从医"
今年的医学专业热!
无疑与年度热词&抗疫$有
关" 白衣天使勇敢逆行的精神和医者仁
心的大爱感染了广大青少年" 不少优秀
学子表示!抗疫战场上的&白衣战士$成
了自己的新偶像! 他们立志和抗疫英雄
一样!做守护健康的白衣卫士"
我们也应该看到! 医学专业热起
来!又不仅仅是疫情的影响所致" 事实
上!&从医热$已悄悄升温了好几年" 近
年来!随着&健康中国$建设的推进!国
家对医学院校的投入也持续增大!如教
育部推出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上海
交大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都推
出了八年制本博连读!获得博士学位比
其他专业可节省 $ 年时间" 我国医学院
的教学水平'科研能力'国际化程度也
在不断提高"
同时! 医学专业热也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医生执业环境的向好" 尽管医患纠
纷恶性事件并未杜绝! 但医患关系总体
情况已有很大好转"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最高检数据显示!暴力伤医'聚众扰医类
案件在 %&!' 年同比下降 ()*!(&+) 年
又同比下降 ,'-)*"
决定考生是否选择医学专业的负
面因素在逐渐消除!而正面因素又在不
断累积!相信&从医热$将会形成一定的
趋势并持续下去" 最优秀人才进入医学
领域! 将有助于我国医学学科的发展!
更快登上世界医学高峰" 同时!好医生
源源不断!受益的更是全体民众和整个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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