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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頔）

记者从市政府办公厅了解
到， 去年 5 月正式上线以
来，长三角“一网通办”已实
现 66 项服务事项跨省通
办 ， 通过全程网办办件
268.45万余件，线下专窗也
已实现 41 个城市全覆盖。

依托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三
省一市正在更高标准、更高
水平上推进长三角“一网通
办”向纵深发展，切实服务
区域企业群众、服务区域一
体化发展。

目前，三省一市已通过
区域跨省身份认证、电子证
照共享应用，完成法人认证
5.39 万余次 、 个人认证
62.28万余次。 三省一市政
务服务 APP 实现企业营业
执照、 居民身份证等 15 类
高频证照扫码亮证，证照共
享 2926 次，电子亮证 402.2

万余次。特别是疫情发生以
来，长三角区域启动疫情联
防联控机制，依托数据共享
交换平台，于 3月初完成健
康码互信互认，实现健康码
数据共享互通，并在交通出
行、跨区域人员流动、社区
疫情防控、 企业复工复产、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推广
互认等场景下应用，支撑疫
情期间区域治理协同、服务
联动。

截至目前，长三角“一
网通办”已完成法人事项办
件 30.2 万余件， 个人办件
238.2万余件， 线下专窗办
件 2463 件， 咨询引导服务
16700 次。同时，长三角“一
网通办”业务标准也进一步
规范，如近期上线的社会保
险个人权益记录单查询打
印、社会保障卡应用状态查
询事项，三省一市人社部门
依托长三角 “一网通办”平
台统一业务规则，编制统一
办事指南，打造统一申报界
面、统一查询入口。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长
三角还将推进身份证、驾驶

证、行驶证、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出生医学证明等高
频电子证照在区域内共享互认，拓展宾馆旅馆
住宿登记、机动车路面查验、交通违法处理、交
通执法等场景应用。

同时， 三省一市还将加快推进 30项高频
精品跨省通办事项，统一办事入口、申报界面、

业务流程和办事体验，实现线上申报、受理、办
理等深度对接，无感切换办理跨省业务。

上海“三线一单”发布，划分为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三大类293个单元

18.4%区域优先保护生态环境
本报讯 （记者 陈玺撼）上海生态环境

管控进入“定制”时代。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昨
天宣布，经过两年多的酝酿，《上海市“三线
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通过
了上海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正式发布并实
施。“三线一单”，是指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
量底线、 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
单。

根据“三线一单”的要求，上海全市划分

为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三大类共 293

个单元，“一单元一策”，针对单元的实际情况，

实施更精细、更“个性化”的环境管控。

查看“三线一单”可以发现，293个单元没
有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管控，而是按管控程度
分为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三大类。

其中，优先保护单元 44个，约占全市面积
的 18.4%， 包括长江口水域生态保护红线、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崇明大气一类区等生态功能

重要区和生态环境敏感区。这些单元要优先保
护生态环境，依法禁止或限制大规模、高强度
的工业和城镇建设， 严守城市生态环境底线，

确保生态环境功能不降低。

此外， 上海还设重点管控单元 123个，约
占全市面积的 21.3%， 包括主要产业园区、重
要港区以及中心城区； 一般管控单元 126个，

约占全市面积的 60.3%， 为优先保护单元、重
点管控单元以外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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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最美后街”
将添一条夜集市

本报讯 （记者 唐烨）“外滩最美后街”将添一
条夜集市。 记者日前从黄浦区获悉，“越夜越精彩，

外滩源艺术集”活动将于 6月 6日在黄浦区圆明园
路步行街上启幕， 届时路上将荟集全球美食美酒、

街头表演、文创艺术、潮玩好物……从日落黄昏到
星辰漫天，相约外滩源，一起揭开初夏夜的狂欢序
章，点燃外滩的氤氲艺术气息。

集市最大亮点是引入 12辆欧美街头涂鸦旅行
车，妙趣横生的涂鸦艺术为平日里静谧优雅的圆明
园路增添了独特的艺术气息。

活动现场品牌商户带来惊喜折扣，助力“六六
夜市”。 现场打卡朋友圈集 166 个赞即可获得
JORDAN定制鞋盒一个；玩投篮游戏，“10中 6”即可
获得一张定制体验券；购买法国时光馥夏日调香工
坊任意正装香水产品，第二件即享 66折。来自美国
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推出特价 36元的特调鸡尾酒
及红白葡萄酒……本次夜集市由 6 月 6 日持续到
14日，每天 17时到 21时举办。

品质生活直播周推动上海文化、消费需求、在线经济相融相生

以文化为桥，“种”下内需潜力

■本报记者 徐蒙 栾吟之

6 月 1 日刚刚在上海新天地亮相的 YSL

圣罗兰美妆全球首个香水主题旗舰店，长什么
样？当上海的时尚潮人们还没来得及实地打卡
时，日前，上海品质生活直播周活动的“时尚之
美”主题日上，主播们就来到现场，带网友们
“种草”全球限量 50瓶的新品香水。

通过镜头， 消费者了解到的不止是商品。

小小香水瓶，藏着百年工匠文化与艺术传承的
故事： 每个香水瓶子上的领结由匠人手工绣
制， 每只领结上的 1000余片珠片以法式钩针
绣法缝制镶嵌， 部分材料直接从 50年前的圣
罗兰时装屋里选取，而领结尾部两条黑色珠链
所用的串珠已传承百年……

全球首店落地上海，不急着卖货，先用一
个文化故事，通过直播方式与消费者建立“强
链接”，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正在举行的上海
“品质生活直播周”里，国内外商业品牌、各大
互联网平台纷纷试水，上海文化、消费需求、在
线经济，三者相融相生，正在形成潜力巨大、持
续增长的内需体系。

从内需出发
清晨 5 时，上海徐汇区余庆路“有练工作

室”门口，市民一起床就赶来排队取号。在线上
直播和“种草笔记”带动下，此处一场名为“渐
渐”的大迫友纪玻璃作品展走出小众、高冷的
印象。开展首日，定价上千元的玻璃器皿艺术
品几乎全部被抢购一空。

还是清晨 5时，街头巷尾的早餐店已经开
始了准备，7元一斤的生面只在每天 14时前才
能买到，生煎馒头里装进了时下最热的小龙虾
馅料……互联网平台“打卡上海老字号”的直
播板块，引来数十万人围观，为价廉物美的路
边小店带来巨大流量。

初夏的上海， 久违的烟火气已经回归，而
这里烟火气包罗万象。凡此种种，皆是 2400多

万人对美好生活品质的追求，是带动经济复苏
的强劲内需。

“这场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不同于其他灾
害。我们的经济硬件一样都没被破坏，但人的经
济活动暂停许久。”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应用经
济研究所所长干春晖表示，创造条件，激活人的
经济活动，正是当前释放内需的重要途径。

五月起， 上海创造性地举办 “五五购物
节”，如今，“五五购物节”中的“品质生活直播
周”，进一步整合市场资源，将促消费的重心聚
焦在“人的需求”之上。一场场反映生活品质的
直播，在人们心头“种上了草”，也种下了上海消
费需求持续增长、升级的内在潜力。

培育新增长点
4月份， 上海线上线下消费数据环比回升

明显。进入 5月，一些指标已经出现同比上升。

“当前上海消费回补趋势显著，但在‘回
补’的同时，需要有更多新的增长点，引领经济
复苏。”经济学家表示，疫情影响下，有些消费
需求能延后释放，有些消费损失错过了便找不
回来。市场要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迫切需要
在“促进回补”和“培育新增”两端同时发力。

品质生活直播周期间，新的增长点在融合与

跨界中产生。旅游、演艺、文创、艺术家装、艺术教
育、美服、美食、美妆……传统意义上的不同行
业门类， 在文化和生活品质纽带的串联下，纷
纷打破固有边界，催生市场新热点。

蔓楼兰是上海一家新兴旗袍设计品牌，主
要针对 22至 35岁的城市白领。借着活动中的
一场直播，品牌拿出了“看家精品”，聚集在直
播间的粉丝越来越多，许多女士留言询问店址
和购买方式，迫不及待“线下拔草”。

“老字号”光明冷饮在美团点评的一场直
播中，预告了即将上市的两款热门产品。上海
光明食品销售有限公司电商部经理张子豪说，

企业战略目标分两步走———怀旧和创新，他们
和冠生园联名的产品大白兔雪糕，今年 3月份
上市至今，截至 5月底已经卖出 1000万根。同
样经过直播“加持”，如今经典产品“光明中砖”

日产量 1.5万箱、市场售价 144万元左右。

许多类似带有上海城市基因和品牌历史
印记的跨界创新产品，在品质生活直播周活动
中打开了新销路。借势这项活动，“飞跃鞋”“上
海永久”等品牌纷纷弯道超车、加速推出受现
代人喜欢的新产品。一些品牌还与 618促销联
动，推出各种优惠、抽奖以及符合互联网消费
习惯的保价服务。

得物 APP主打潮流服饰和玩具，其创始人
兼 CEO杨冰发现，主打“国潮”的服装品牌超过
50多个， 国潮周边文创商品则达到百余品类。

“我在直播周活动中发现，年轻的消费者不再迷
信大牌，而是更看重消费背后的文化元素。”

发掘全新连接
一场持续 8小时的全城直播，开启了为期

一周的品质生活直播周。不同垂直领域、不同
人群定位的互联网平台第一次汇聚在“生活品
质”的应用大场景下，共同探索在线经济赋能
消费的新方式。 市场各方也看到了新的方向：

在“直播带货”中融入文化创意、生活方式，是
在线经济与市场消费之间一个全新的连接点。

“许多人也许比自己所想象的更为看中消
费承载的文化理念，平台所做的，就是在捕捉
到用户需求后，用各自的方式激发出新的消费
空间。”小红书合伙人曾秀莲说，互动直播的差
异化特点，输出上海的品质生活理念，将上海
丰富的文化、文创消费资源，推荐给更多对品
质生活有追求的用户。

生活服务电商平台美团点评，定位于“帮
大家吃得更好，生活更好”以及“发现品质生
活”。平台副总裁毛方说，平台的理念与品质生
活直播周的宗旨十分契合，活动期间，一批主
播和美团方面工作人员一起，在吃、住、行、游、

购、娱等各大领域开展直播。“直播周给我们带
来启示，将来可以更多关注时尚消费与多元文
化的融合，在创新融合中寻找新的商机。”

品质生活直播周期间，拼多多围绕“旅游
出行”“上海老字号”“经典文创”“时尚生活”

“美好家居”等消费需求，推出超过 3200 款全
网最受欢迎的商品， 开设线上 “品质生活”专
场， 推进线下千店大联播。“短短几天时间，就
让我们意识到，现在已经有足够的群体吞吐消
化文化产品、有技术手段帮助文化产品找到匹
配群体。”拼多多副总裁陈秋表示，借助于品质
消费直播周的热潮，拼多多将把大量国内的文
化产品，放在首页推荐位置、直播专区推荐位
置，让其精准触达 6亿多用户中的匹配群体。

音频平台喜马拉雅则有着清晰的“从线上
走到线下”未来规划。平台创始人兼联席 CEO

余建军说，未来将与商圈、企业合作，特别是老
字号企业合力，打造线下有声空间，通过文化
内容结合商业元素，更好地连接消费者最真实
的消费场景，共同探索、发现和分享品质生活，

为在线新经济赋能。

解放分析

去年环保投入超千亿元，上海生态环境交出漂亮“答卷”

PM2.5年均浓度再创历史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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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逾 7000 人规模的
大会，再次从上海市委直通
村居基层———已连续三年
召开的上海市河长制湖长
制工作会议，用这样的规模
和安排方式，展现这座城市
特别的治水决心。

“水”之于上海的意义
无需多赘。这座城市因水而
兴，有大江奔腾，也有细水
阡陌，水系复杂，治理任务
当然繁重。按照早先设定的
目标，2020年上海要基本消
除劣 V类水体，黄浦江沿岸
滨江公共空间要进一步提
质， 苏州河要实现 42 公里
岸线基本贯通，还有诸多具
体的治水任务， 都是承诺，

都要交账， 都不容半点懈
怠。而在疫情之下，完成这
些任务需要付出更多的努
力，也要更大的决心。

水环境，本质上是关键
而基础性的城市公共品，关
乎整座城市的品质，更关乎
大民生。半年多前，习近平
总书记在黄浦江畔的杨浦
滨江，道出“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
要论断，个中传递的，其实
就是“人民至上”的执政理
念，而“水”是一个见证，也
是一种载体。置于这样的高
度，对于治水这场特别的污
染防治攻坚战，就应当有更
高的自觉———不仅要 “防”

要“管”，也要“建”要“治”，

要通过“水”这个载体和媒
介，践行城市治理现代化的
各种理念，体现“人民城市”

应有的追求。

而推行已有数年的河
长制、湖长制，正是聚焦落
实的一个特别抓手。

从最初设计开始，河长
制湖长制就被明确是一种
“责任制”。从最高层的“总
河长” 到最基层的 “河长”

“湖长”，乃至“编外”的“民
间河长” 和民间志愿者，所
有的“长”，都不只是一个头
衔，更不是官衔，而是一份
切实的责任。 某种程度上，

“河长”应当是一个“实职干
部”———不同层级河道对应
不同层级的地区行政负责
人， 意在明确责任主体，并
对问题河道有明确的追责
对象； 由这些人担任河长，

本身也是基于其对特定区
域较高的行政资源调度能力，是要履行具体责
任的，当然也是应当得到充分授权和赋权的。

也是因此，市委早年就曾明确指出，治水
的重心要下移、资源要下沉、保障要跟上，机制
要健全，让各级河长“有名”“有实”“有力”，增
强发现问题、处置问题和协调相关部门齐抓共
治的能力。

“一河之长，分量很重，意味着责任和承
诺，检验着能力和作风。”两年前，市委书记李强
首次以“总河长”身份主持工作推进会时曾说，

河长制“绝不是可有可无地‘挂挂名’，而是要实
实在在地去种好自己的‘责任田’”。种这个责任
田，有其定法，也有与时俱进、动态调整之处。

比如做到心中有数、把脉会诊、挂图作战、

全程督战的责任意识，和强调水岸联动、条块
联动、区域联动的协同意识，是需要长期坚持
的。而充分运用新技术、新体系，特别是基于城
市运行“一网统管”提供的智能化场景，为治水
技术赋能，则是今天需要各级河长共同应对的
新课题。而无论老传统还是新方法，因河施策、

“一河一策”、精准施策的理念，和及时敏锐发
现问题、 及早有效解决问题的强烈问题意识，

都应当是贯穿始终的自觉意识。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河长制湖长制落实得
如何，相当程度上能折射出这座城市的治理水
平和能力。落实到位了，无论面对眼前的治水
攻坚问题，还是即将到来的汛期考验，抑或中
长期的水环境建设，上海就能拥有充足的自信
和底气，这座“人民城市”，也会因此增添一张
灵动而亮眼的名片。

5月 30日“品质生活直播周”开幕当天，朵云书院旗舰店开启了一场“发现最美书店”的直播，

小红书主播向线上读者介绍朵云书院特色文创产品。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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