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新闻

解决没时间、路程远、排队长三大困扰，北新泾街道将“一网通办”系统接入居民区

医保卡换领居住证申办，家门口搞定
老人想换领医保卡， 要走 15分钟才能

到办理点；年轻租户办居住证只能工作日请
假，因为办理点 17 时就下班。目前，上海市
民可在全市 220 个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通过“一网通办”系统办理 170 项个人政务
事项，但上述难题始终困扰着社区老人和白
领上班族。不过，今年 1月 9日，长宁区北新
泾街道率先将“一网通办”系统接入居民区，

通过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综合信息平台，

家门口就能实现医保卡当场换领、居住证申
办等多种服务。

服务点覆盖15个居民区
一个工作日的下午，记者来到新泾六村

小区的社区事务办理点，居民张女士在为母
亲办理医保卡换领。她告诉记者，当天她专
门调休， 准备去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没
想到刚出门，就在小区门口遇到居委会干部
引导前往小区内的新服务点。“现在小区里
就能换医保卡，太方便了。”

在北新泾街道，进入小区的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点有 15个，春节后全部投入使用，覆

盖街道 2.22平方公里的 15个居民区。 这些
延伸到居民区的办理点能完成街道办理点
所有常规操作，既能实现“一网通办”事务办
理预约， 还能委托居民区社工代交材料，行
动不便的居民能享受到居委会上门代办服
务， 彻底解决居民办事最怕遇到的没时间、

路程远、排队长三大困扰。

北新泾街道办事处主任张生义说，早在
2017年， 街道对社区进行走访时就发现，居
民对政务服务最集中的吐槽，不外乎受理和
缴费排队费时费劲、进一扇门办事却要重复
交多份材料、流程看不懂、材料配不齐、居民
下班受理点也下班。2018年初全市开展大调
研后，街道第一时间建立从长宁区层面延伸
至街道层面的社区事务受理服务综合信息
平台。 但对拥有 5.3万常住人口， 近四成为
60岁以上老人的北新泾街道来说，1.0 版信
息平台还不够方便。“距离街道受理中心最远
的哈密居委，居民办一次事来回要走 40多分
钟，很多老人怕麻烦，干脆不办了。这不就是
居民办事最大的痛点难点吗？”经过一年的应
用场景探索和信息平台升级， 街道终于在今
年 1 月将信息平台的 2.0 版成功接入居民
区，居民可就近前往社区内的办理点，通过高

拍仪将证件、 材料的图像信息传送至街道受理
中心后台，在线完成“一网通办”预受理以及相
关证件的当场换领。

居委干部还“上门服务”

新泾六村是北新泾街道首个试点“一网通
办”向居民区延伸的小区。记者在小区新改建
的社区事务受理服务点看到，这里没有太多酷
炫的硬件设备，服务台前有两台电脑，一台专
门用于全市“一网通办”事务自助预约，一台则
直接登录街道信息平台。

新泾六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腾秀红说，现
在居委会社工和志愿者都熟练掌握了信息平
台的使用，下一步将持续通过每周例会，熟悉
除居民经常办理的高频事务外，其他事务的办
理流程和政策。居民区内一口气“从天而降”这
么多服务事项，居委会压力大吗？令腾秀红没
想到的是， 干部和社工们的适应能力都很强，

“工作日晚上和周末本就有人值班， 现在这些
时段也开放了事务办理。”

让居委会和居民都感到新鲜的则是“上门
服务”。潘巧凤家住新泾六村，老伴长期患病卧
床，潘阿姨几乎寸步不离地陪伴，老伴的残疾
证办理一拖再拖。 当得知现在小区里就能办

证，潘阿姨赶紧拿着老伴的身份证和病史材料
到小区受理点，当场录入信息，街道事务受理
中心第一时间开通绿色通道为潘阿姨办理手
续。她更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居委会干部就上
门送来了残疾等级鉴定申请表，老伴的残疾证
办理总算基本完成。

将向人工智能社区进阶
北新泾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负责

人仲莫测介绍， 自今年 1月 9日上线以来，2.0

版信息平台已成功办理 30 多项个人事务和
100多次政务咨询服务， 主要服务对象正是老
人和白领两类人群。

目前，北新泾街道已被列为长宁区“人工
智能+社区” 的市级应用场景解决方案试点地
区，结合新上线的信息平台，下一步街道将向
人工智能社区进阶。根据计划，将结合居民常
见需求， 在相关试点小区引入 24小时自助医
疗机器人、智能健身设备、自动量体裁衣探测
器、智能填表系统等设备。未来居民晚间在小
区受理点办好医疗证明，就能在一旁的自助机
器人这里配药、取药，大数据系统还能根据医
保卡记录分析居民就医情况、频次，提醒居民
复诊……这些都在智能社区规划中。

春运爱情故事
春运期间一周见一两面
夫妻珍惜站台短暂相遇

春运繁忙，铁路夫妻聚少离多。他们坚
守岗位，更珍惜每次在站台的短暂相遇。

刘璞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虹桥站派出
所一名民警，妻子梅姗姗是上海客运段高
铁二车队昆明线路的一名列车长。两人五
年前在上海虹桥站相识， 相处两年后结
婚，在上海安家。由于妻子跑的是长途线
路，要在外地住宿，平日里小两口一周只
能相处两三天。春运期间，两人更是一周
只能见一两面。

前天，梅姗姗所在的 G1322次列车于
18时 22分抵达虹桥站， 当时刘璞已连轴
工作近 40个小时，虽已很累，但一想到要
和妻子见面， 仍很兴奋。 为给妻子一个惊
喜， 他提前准备了玫瑰花和穿着警服的玩
具熊作为礼物，到站台迎接。列车进站后，

刘璞很快找到站台上的梅姗姗， 赶紧跑过
去将礼物递给妻子。 由于各自的工作还要
继续，刘璞只能和妻子短暂相聚，妻子叮嘱
他注意休息，他则帮妻子装好行李，目送她
带着乘务员远去后又回到自己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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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进入小区的15个社区事务受理服务点春节后全部投用

■本报记者 舒抒

■本报记者 王力

前天傍晚，夫妻俩在站台短暂见面，刘璞为妻子送上礼物。 均 本报记者 海沙尔 摄

结束与妻子的见面，刘璞又投入到工作中。完成乘运任务后，梅姗姗集结乘务员准备离开。

公共换乘停车场达17家
逾5100个停车换乘泊位向社会开放

本报讯 （记者 王力） 记者从市交通委获
悉， 今起，本市将在轨道交通11号线嘉定新城
站、金山铁路亭林站、金山铁路金山园区站附近
新增3家P+R停车场（库），共计778个停车换乘
泊位向社会车辆开放。 至此本市已有17家P+R

停车场（库），逾5100个停车换乘泊位。

新增的3家P+R停车场（库）中，嘉定新城站
P+R停车库位于嘉定区中信泰富万达广场地下
停车库地下三层内（临近云谷路、双丁路口），靠
近11号线嘉定新城站1号出入口，在车库内部有
人行通道方便就近到达轨交站厅； 金山铁路亭
林站、 金山园区站两处P+R停车场均位于站内
停车场。 之前因改建而暂停经营的轨交11号线
嘉定西站P+R停车场今天起恢复运营，67个停
车换乘泊位向社会车辆开放。

至此，本市形成覆盖轨交1、2、3、7、8、9、11

号线及金山铁路共8条线路、17个站点， 服务城
市东、南、西、北4个方向，共计拥有逾5100个停
车换乘泊位，可为附近居民提供便利、多样的出
行服务。

据悉，市民持公共交通卡在上述 17家 P+

R停车场（库）按规定停车并换乘轨交时，可享
受每天每车次 5—10元不等的优惠价。锦江乐
园站、汶水路站、淞虹路站、大场镇站、沈杜公
路站、南翔站、芦恒路站、嘉定新城站 P+R停车
场（库）为 10元/次·天，富锦路站、江杨北路站、

美兰湖站、松江大学城站、安亭站、嘉定西站、

金山卫站、 亭林站、 金山园区站 P+R停车场
（库）为 5元/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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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厢地区是上海城市之
根、发展之源、文化之脉。近年
来，随着旧改加速，老城厢很多
建筑与街巷在“留改”中被保留
保护下来，但蕴藏其中的部分文
化却随着居民的搬走而消失。最
近，民进黄浦区委员会的一份建
议提出，应尽快开展老城厢口述
史采写与编纂工作，将口述内容
融入居民生活与游客游览中，让
老城厢文化“活态”留存下来。

旧改生效、 居民搬走后，仅
将历史建筑与街巷形态留下来
就够了吗？口述史出炉后，出本
书就完事了吗？这份建议提出的
很多问题，对其他正在更新的城
区都有启发意义。

建筑街巷是立体档案
黄浦区老城厢旧改提速，一

部分没有历史价值的危房简屋依
据规划重建， 另一部分有价值的
文物建筑、 优秀历史建筑和保留
保护建筑、历史风貌街巷，根据相
关规划及文史和建筑领域专家评
估，实现保留“修旧如修”。

但留下来的，不应仅是建筑
与街巷的“壳”，历史建筑下“人
的价值”不能忽略。民进黄浦区
委员会认为，历史建筑、风貌街
巷是立体的城市档案，是有生命
的， 是与历史和未来接通的、处
于进行时态的客观存在，历史建
筑里的市民生态也应保留。

随着大批本土居民老龄化，

老城厢的文化正部分消失。 民进
黄浦区委员会提出， 应将口述访
谈作为挽救性工作。“黄浦区现有
的、保留下的那些历史建筑里，大
部分租住着外来人员， 这对老城
厢历史文化的传承， 提供了一种
新的生活状态， 成为上海作为移
民城市的历史延续。 外来人员对老城厢的历史提供
了新的话语内涵，也构成城市当代史的一部分。对历
史建筑而言，不管将要拆除的，还是计划保留的，做
好原住居民和租住居民的口述档案都很有必要。”

口述史的重点在“人”

在怀旧风潮下，许多市民对历史建筑、风貌街
巷的物理存在有极大的兴趣。但民进黄浦区委员会
认为，对历史建筑与历史街巷的口述史记录，应将
着重点放在“人”身上，记录居民的日常生活状态，

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流动的“人的历史”。以老
城厢为例，一是记录老城厢和石库门房子里与红色
文化有关的革命故事，为在这一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革命人物记述立传； 二是记录能体现江南文化，具
体到上海本地居民与移民在文化层面相互融合、团
结友爱的生活故事；三是记录市民在老城厢这一特
定历史文化条件下，通过几代人确立并传承的好的
家训、家风、家规、家教故事。

当下，不少老城区、老街坊都在进行口述史编
纂，但不少地方的口述史出炉后被束之高阁，或在出
书后就结束了。民进黄浦区委员会认为，口述史不只
是学术作品，如果没有文化的现实传承，就不具备社
会效应。 完成后的口述史应起到档案为现实服务的
作用，让文化流传下去。比如，将完成后的口述史作
为辅导材料，让中小学生成为受益者；将口述史内容
填充进现有的建筑导览二维码系统， 让游客通过阅
读来进一步认识老城厢和老城厢里的人， 形成一个
让更多游客、市民与城区历史沟通的载体。

■本报记者 唐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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