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31 年 ，经济增长
超 216 倍 。 浦

东 ， 从阡陌农田到现代
化新城 ， 繁华只是它的
其中一面 。 走进街巷深
处，会发现更多浦东的改
革改变———公共服务 15
分钟可达 、200 多个事项
家门口办理 、 智慧城市
建设提速……

如今 ， 按照打造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
区的要求 ， 在探索提高
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
道路上 ，浦东引领潮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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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争当现代城市治理新样板
城市智慧治理
监管全面高效

一家超市刚在路边支上地
摊，马上就被春晖路点位的智能
设备发现———“春晖路某超市出
现跨门经营现象，请及时处置。 ”
信息第一时间推送至附近城管
队员的移动终端，队员们迅速前
往处置；

台风“烟花”刚登陆，内河水
位、雨量、立交下积水深度等数
据就已收集完毕， 并实时更新、
动态监测、智能分析、快速预警。

占道经营、垃圾成堆、环境
污染……这些典型的“大城市
病”， 浦东作为上海面积最大、
人口最多的城区，如何破题？ 把
纷繁庞杂的治理信息归拢统
一， 打造一个城市运行智慧管
理平台， 浦东新区首创并交出
这一答卷。

走进浦东新区城市运行综
合管理中心，大屏幕上，城区全
景清晰呈现。“通过综合运用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
与物联网、视联网、数联网等设
备对接，我们铺设并完善了城市
管理的智慧化平台。 不论是公共
安全、建设交通，还是综合执法、
应急管理，‘城市大脑’都能迅速
发现异常并推送解决方案。 ”浦
东新区城运中心负责人说。

这是更全面的治理———打
开管理界面， 全区实有人口、安
全隐患、轨道交通、消防井盖、电
力设施等信息一应俱全。 据介
绍， 平台实现了一屏观天下、一
网管全城，形成了全覆盖、全天
候、全过程、平急结合的城市运
行综合治理体系。

这是更高效的治理———智
慧管理延伸到村居一线、百姓身
边，整合基层干部、志愿者、楼组
长、治安等多方力量，打通部门、
层级、 区域间联勤联动的阻隔，
且问题发现、上报、处置都可用

手机完成。 龙馥居民区党总支书
记左樱说：“以前遇到业主私拆
承重墙等问题，得找多个部门处
理，协商完至少三五天，现在当
天就能解决。 ”

这是更智慧的治理———智
能发送电力能源指数预警，智能
判断违法违规经营， 智能抓取
违法船舶、车辆超载信息等。 历
经 2018 年的 1.0 版 、2019 年的
2.0 版，系统去年进化到 3.0 版，
拥有更强的智能比对和系统推
算能力。

“这一智慧管理系统集成
区块链、5G 等最新技术， 城市
运行体征由原来的 43 项拓展
到 100 项 ， 形成 57 个应用场
景，数据资源、治理要素得以全
息全景呈现，能够更智能、更精
细地感知这 1200 多平方公里大
地上的信息。 ”浦东新区城运中
心负责人说。

小事不出村居
提升基层能力

居村委会是社会治理的第
一道门。 开居住证、办社保等业
务往往分散在居村委会不同的
办公室，有的还要往上级找。 老
百姓办点事， 难免问一大圈、进
不少门、跑多趟腿。

如何更高效解决？ 走进浦兴
路街道长岛路“家门口”服务站，
两名“全岗通”社工就迎上来，不
论是党群、就业、居住、救助，还
是其他社区业务，一开口，统统
当场办。“我们的社工就像全科
医生，绝大多数问题都能一站式
解决，居民再也不用四处跑了。 ”
长岛路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李秀
勤说。

“不仅能办事，服务也更贴
心。 ”长岛路居民区老人陆凤珠
喜笑颜开，“服务站现在还有健
康小屋，看个小病也不用跑大医
院排队。 ”

这是浦东新区推广“家门

口”服务体系的一个写照。 去年，
浦东所有居村委会都建立起“家
门口”服务。 一方面，居村干部下
楼办公、共享工位，腾出大量空
间，提供医疗卫生、文化活动、
议事协商等公共服务； 另一方
面，各类业务集成到前台，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办成事。 这一服
务体系究竟为基层治理带来哪
些转变呢？

麻烦事，省心办。 郑先生家
住金桥新村长岛小区，以前办医
保得到几公里外的街道受理中
心，因残障行动不便，跑一趟要
几十分钟。 若是不懂办事流程、
忘带材料，还得辛苦好几趟。“现
在小区就能办， 全部不到 10 分
钟，太方便了！ ”他笑着说。

浦东新区地区工作党委书
记倪倩介绍，“家门口” 服务站
（中心） 已遍布全区 1308 个居村
委会。 此外，还建成 1343 个居村
联勤联动站，把公安、城管、市场
监管等一线力量下沉到小区，使
居民办事更省心。 国家统计局浦
东调查队的一项调查显示，满分
10 分，“家门口”服务群众满意度
高达 9.41 分。

远程事，网上办。 一天晚上，
一名年轻妈妈焦急地找到陆家
嘴街道东园一村“家门口”服务
站：“孩子生病要去医院，可就医
记录册用完了，这里能换吗？ ”在
值班社工帮助下，她用“一网通
办”24 小时自助服务终端，不到 3
分钟就拿到新的就医记录册。

为实现“让群众只跑一次”，
浦东新区给所有“家门口”服务
站（中心）配备了高拍仪、读卡
器、扫描枪、打印机、摄像头等
“五件套”智能设备。“有了‘五件
套’，118 项社区服务可以远程
办，在便民、防疫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浦东新区民政局副
局长徐红说。

繁琐事，精简办。 基层干部
负担最重的工作是填报各种表
格、台账。“家门口”服务实现数

字化转型， 操作系统有模糊搜
索、语义分析等新技术，免去了
重复填表格、手动记标签、大量
写文字的繁琐。“居民姓名、地
址、身份证等信息，现在可多事
项共享，不用重复填。 ”周浦镇
沈西村村干部王燕说， 以前她
得登录 10 多个区级系统，同样
内容得填十几次，现在录入一次
就行。

“2020 年研发的‘家门口’智
能化工作平台， 把原先的 178 张
电子表单精简为 45 项常态任
务，填报量减少 80%。 ”浦东新区
地区工作党委副书记朱敏说，这
极大节省了基层干部精力，可以
更好地为民办实事。

服务近在身边
塑造品质生活

“走过烂泥渡路，行人没有
好衣裤”，上海浦东展览馆里，一
张 1996 年摄的浦东烂泥渡路的
照片， 弄堂之破旧刺人眼目；照
片下面，则是 2016 年的陆家嘴绿
地中心，但见水清岸绿，湖中倒
映着东方明珠塔的倩影。 若不是
照片的背景相同，你很难相信这
竟是同一个地方。

“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
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
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
给人民。 ”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浦东始终坚持
“财力有一分增长、 民生就有一
分改善”， 从阡陌农田、 工业锈
带， 到今天宜居宜业的现代新
城，浦东的发展红利，融进了每
个人的幸福生活。

7 月 8 日，浦东美术馆开馆，
迅即成为新的文化地标。“开馆
20 多天， 客流量每天保持 3500
人的满员状态。 ”陆家嘴集团总
经理徐而进说。 这块黄浦江边位
置极佳的商业用地，正位于寸土
寸金的上海小陆家嘴核心区。

拿出“黄金宝地”的，不只是

陆家嘴。 新开的上海天文馆，既
能听星空音乐会，又能看“嫦娥
五号”带回的月壤；走进世博园，
占地 2 平方公里的世博文化公
园正抓紧施工，这是上海城区最
大的沿江公园。

科思创中国区总裁雷焕丽
兴奋地说：“过去很多人只把这
里当工作打拼地，随着各类配套
设施日益齐全，浦东正成为富有
生活气息、充满活力、宜居宜业
的地方。 ”据统计，2018 年以来，
浦东 522 个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缺
配项全面消除，各类公共服务设
施进一步增加。 截至去年，已建
成养老机构 1656 个、 体育场馆
4438 个、文化场馆 1418 个。

既有发展大手笔，也有民生
小事情。 中午 11 点，长岛路居民
区“家门口”服务站饭堂菜香扑
鼻，干煎带鱼、红烧豆腐等 10 多
样菜式惹人眼馋，5 张餐桌坐得
满满当当。“每天换花样，10 块钱
就吃好。 ”居民马国宏说，不光社
区老人爱来，小区居民乃至附近
上班族也常来，“几步路就吃上
实惠饭。 ”

以家为中心，步行或骑行 15
分钟，小孩上学、老人养老、体育
健身、买菜购物等生活服务统统
搞定，这便是浦东新区于 2020 年
底全面完成的“15 分钟服务圈”。

“这些民生小事情看上去不
起眼，却实实在在反映了一个城
市对普通居民的友好程度，反映
了城市的‘里子’和温度，反映了
城市管理、 为民服务的用心程
度、精细程度。 ”浦东新区主要负
责人表示，浦东要在更高起点上
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
区， 不仅要做好改革开放大文
章，也要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
平，做好幼有所教、老有所养、病
有所医这样有感受度、温暖度的
民生事，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开创人民城
市人民建的新局面。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