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超大城市治理，“两张网”彼此赋能

从“能办”走向“好办”，聚焦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
包罗宏观和细部，触角多元、端口丰富、智慧高效

今年以来 ，面对突发疫情与各种考验 ，

拥有24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上海 ， 有这样

两组数据颇值得咀嚼 ： 在沪市民与企业在

“一网通办 ”平台上的办事量全面超过疫情

之前 ，其中 “不见面 ”办事比例历史性超过

线下办事 ，且体验良好 ，效率提升 ；与此同

时 ，疫情期间 ，有超过八成自然人和企业法

人办事者的手机端添加了各类应用小程

序 ，它们管着口罩购买预约登记 、返沪人员

闭环服务管理 ，更在复工复产复市当下 ，推

送招聘岗位信息 ， 为企业提供个性化定制

“政策篮 ”，口口相传 “好用 、实用 ”的背后 ，

正是 “一网统管 ”构建起的强大统筹协调力

和智能算力。

紧扣超大城市特点，体现“一流城市要有

一流治理”———这对于即将启动编制 “十四

五”规划的上海而言，需要在实践基础上有新

思考新探索 。去年以来 ，上海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

细的指示要求，紧扣“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

市运行一网统管”的目标方向，在数据汇集、

系统集成、联勤联动、共享开放上下苦功，初

步实现“一网通办”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一

网统管”则“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

这“两张网 ”相互依仗 、彼此赋能 ，不仅

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开放，更推动城市综合改

革创新系统集成向纵深发展，为推动高质量

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提供了可预见的有力

支撑。

“一网通办”今年将新接入
500项公共服务事项

今年是 “一网通办” 总门户上线的第三

年 。从第一年重在 “能办 ”，第二年关注 “好

办”，到如今，“一网通办”越来越聚焦科学化、

精细化、 智能化， 以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

平，加强应急处置能力。今年“一网通办”将新

接入500项公共服务事项， 新增100项全市通

办的个人事项， 并不断优化再造政务服务流

程。平战结合的当下，这张网不断跃级折射出

一座城市积极向前的改革姿态。

自上线以来，“一网通办”始终把减材料、

减环节、减时间、减跑动次数作为核心关切，

在技术储备、数据归集、平台设计、流程再造

等方面大力投入。截至去年底，在“一网通办”

接入的2200多个服务事项中，73%支持“零跑

动”，93%具备“最多跑一次”能力。

这些使得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发力“全

程网办 ”， 有了十足底气———今年以来 ，各

部门争相开创 “零接触 ”服务模式 ：民政部

门梳理了几十项事务 ，“就医记录册申领 、

更换、补发 ”“居住证新办 ”等热门服务可全

程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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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统管”讲求高效，更追求韧性和弹性 以网络思维倒逼变革，“两张网”不断跃级

■人民日报记者 刘士安 谢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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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网通办”迈向“一网好办”

人民日报昨头版刊文聚焦上海

“疫情期间，还可以增加更多的不

见面服务吗？” 市民在网上提出意见没

几天，上海“一网通办”就作出了回应：3

月9日上线13个“零跑动”“零材料”提交

事项， 包括新版社保卡申请及开通、个

人住房公积金查询等与群众生活紧密

相关的服务事宜，为市民居家抗疫和办

公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找政府办事，像网购一样便利 ”，

这是上海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追求的

目标。上海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提出，“群

众评价， 也要像网购用户评价一样管

用”，“一网通办” 不仅要能办事、 快办

事，还要办成事、办好事，让群众和企业

感到受用，切实提升获得感、满意度。

去年7月20日，上海率先推出“一网

通办”的“好差评”制度，每完成一次服

务，就请被服务人评价。

这项制度出台不久，上海市民华女

士前往杨浦区公安分局新江湾城派出所

开具一份证明， 结果工作人员因为不熟

悉业务操作流程， 办理过程花了40多分

钟。她等得焦急，事后给了个差评。这个

差评，引发了公安部门的业务流程改革。

上海的“好差评”制度规定，对实名

差评， 承办单位须在1个工作日内联系

评价人核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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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新冠肺炎疫情向人类发出

了什么重大警示的话， 其中之一必定

是：传染病的威胁从未远离。而且，随着

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人员跨区域流

动的日益频繁，传染病在很长时间里都

将是左右人类命运的重要因素。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如何把我们在此次疫情中采取的有效

的卫生措施延续下去， 在全社会树立

和普及成熟文明的卫生观念， 使之成

为今后疾病防控的重要力量， 是一个

迫切的课题。

成熟文明的卫生观念， 涵盖了个

人卫生习惯和公共卫生体系两个方

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类每一次

战胜疫情， 都伴随着对于自身行为的

重新审视， 以及由此带来的卫生体系

和习惯的革新。19世纪中期，英国人首

先从霍乱的大规模流行中吸取惨痛教

训，颁布了第一部《公共卫生法》，同时

改善城市供水系统， 这一做法之后被

欧洲多国效仿；同样是在19世纪中期，

流行病学先驱约翰·斯诺发现了霍乱

和饮用不洁水之间的关系， 呼吁民众

将水烧开之后饮用；1918年的西班牙

流感之后， 科学佩戴口罩可以有效防

疫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正是基于对卫生的高度重视，新

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多次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效扭转

了不卫生状况普遍、传染病严重流行的

局面，而且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对于传染

病、流行病的预防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卫生观念的

树立和普及、卫生习惯的养成和坚持，

都不是自然而然可以实现， 而是和各

种阻力相对抗的过程。

比如和无知的对抗。在19世纪以前，

很少有人认识到清洗给健康带来的好处。

19世纪中期，匈牙利医生伊格纳兹·塞麦

尔维斯因为提出医生和护士通过洗手能

够极大降低产妇产后产褥热的发病率，

甚至被关进精神病院并最终凄惨死去。

直到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用一系列实验论

证了细菌在疾病传播中的重要性， 人们

才认识到了洗手的重要性， 塞麦尔维斯

也被追认为手卫生之父。

比如和惰性、积习的对抗。20世纪

初，鼠疫在我国东北肆虐，担任东北防

疫总医官的医学博士伍连德研究发现

飞沫是重要传播途径。在他提出的多项

防控措施中，就包括了改变传统用餐习

惯，采用分餐制或者使用旋转餐桌并配

以公筷公勺。 然而一百多年过去了，除

了旋转餐桌被保留了下来并且得到广

泛应用，分餐制和公筷公勺的推广仍然

因为“太麻烦”“不习惯”而阻力重重。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我们看到很多人正在自觉改

变日常行为，比如勤洗手、戴口罩、不随地吐痰、与人保持安

全距离，公筷公勺也再一次得到广泛倡议和响应。但我们必

须认识到，这些行为不能仅限于特殊时期，而应该成为一种

长期的社会风气和个人习惯；而要做到这一点，有赖于社会

规范的建立和科学观念的普及。在此过程中，我们每个人，

都是疾病防控第一线的一分子。

摄影：周俊超
制图：陈云峰

多层次生鲜电商激发市民“菜篮子”新增量
线上建设网上超市、智慧微菜场，线下发展无人超市、智能售货机，最大限度释放消费需求

就在最近， 盒马鲜生公布了 “双百计

划” ———mini店和会员店将各开100家， 某

种程度上， 这是生鲜电商零售逆势飞扬的

又一写照。

线上建设网上超市、 智慧微菜场， 线

下发展无人超市、 智能售货机……针对不

同群体的消费特点， 上海各家生鲜电商创

新供给方式、 强化科技支撑， 构建起多层

次供给能力，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奋力保

供应、 最大限度恢复和释放被压抑的消费

需求， 为市民 “菜篮子” 带来了新增量。

到家经济
线上新型消费热度不减

浦东大道2566号， 叮咚买菜第二代前

置仓， 300平方米区域内， 水产区占了很大

面积。 它创新了一种线上购买河海鲜的方

式———当消费者想要购买鲜鱼时， 工作人

员会将鱼装进定制的 “水产箱”， 在有氧有

水的情况下30分钟内配送到顾客家， 保证

鲜鱼活蹦乱跳。

这种新型供给方式近来成了很多消费者

的首选， 让人们在不便走进菜市场时， 依然

有可选择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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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晶卉

为满足广大消费者“菜篮子”需求，上海各家生鲜电商创新供给方式、强化科技支撑，实现“线上下单，线下上门”，满足消费者居家

享用新鲜果蔬的需求。 本报记者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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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外出和长途出行需做哪些防护？

■本报记者 卫中

荩 详细报道刊第五版

书业探索新零售，去“美团”外卖平台“点”书！

书店、出版社和外卖平台联姻，发掘图书零售更多途径更广空间

书籍被称为 “精神食粮 ”， 现在在上

海 ， 只要点开 “美团 ” 等外卖软件 ， 输

入关键字 “出版社 ” 或 “书店 ”， 就能找

到外卖配送距离之内的图书零售商家 。

读者可以和点餐一样浏览货架上的各种

书籍 ， 下单后几十分钟内就能收到心仪

的图书。

“外卖点书” 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实体

书店和出版社的新选项———上海人民出版

社、 格致出版社等出版机构， 以及上海外

文书店、 中版书房等书店已纷纷涉足外卖

送书。 一方是探索零售增量新方向的传统

书业 ， 另一方是强调速度的渠道提供

商———两者的跨界 “联姻” 已经成为业界

讨论的热点。 而这些话题中， 最核心的莫

过于， 从当下的举措中， 是否能发掘出图

书零售更多的途径 ， 打开新的消费场景 ，

并可能影响更多人买书的习惯。

既是疫情下的思路转
变， 也能为书店社区化发展
培育消费群体

通过外卖平台买书， 感受怎么样？

记者打开美团外卖软件 ， 尝试搜索

“上海人民出版社”， 软件显示记者的当下

位置距离上海人民出版社3.4公里， 48分钟

可送达。 在美团外卖软件上， 上海人民出

版社陈列了30种左右图书， 有 《舌尖上海：

南京路老味道》 《上海24小时的马路表情》

等 “发现上海” 分类； 也有 《追风筝的人》

《黑泽明之十二人狂想曲》 等文艺作品供读

者精心细品； 而 《医学史 （第二版）》 《人

间世》 等书籍契合当下热点， 回答人们关

心的医学问题。 记者了解到， 外卖平台上

的图书品类也正在丰富， 比如上海人民出

版社就有望将现有 “菜单” 提升到百余种。

这些图书以定价的八折销售， 比实体

书店便宜， 并且享受和点餐一致的配送速

度， 相比普通电商平台 “次日达” 更快。 虽

然读者只需要在外卖软件上点击下单， 出版

社员工的幕后动作却不少： 检索图书分类、

找书、 消毒、 装袋、 贴标……完成这一系列

流程后再通过外卖骑手送至读者手中。

谈起出版社做外卖的初衷， 上海人民

出版社社长王为松表示， 利用线上读书会、

自营店等方式拓展销售路径， 让好书有更

多机会与读者见面， 这是出版社倡导共建

书香社会的职责所在。 复工后的书店人流

尚未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 不少书店和出

版社开始尝试转变思路， 利用外送渠道把

书送到顾客手中。 而外卖平台也与此前出

版社和书店已有的微商、 购物网站自营店

等形成了多渠道并进的局面。

那么， 相比其他网络渠道， 外卖送书

的优势在哪里？

中版书房崔俊友表示， 外卖送书除了

丰富渠道 ， 更大意义在于宣传书店品牌 ，

以及提高书店在周边社区的知名度， 为未

来线下消费培育打基础。

外卖送书的覆盖范围是出版社或书店

半径5公里内的阅读人群， 这与实体书店眼

下正在培育的社区书店的辐射范围有很高

的重叠度， 这些书店希望以扎根社区作为

成长方向。 为中小型书店提供策划和开店指

导的书萌创始人孙谦认为， 把外卖送书与实

体书店的社区化发展结合起来， 将会是未来

这类书店的生存之道， 通过社群建设培养顾

客忠诚度， 外卖送书的新消费场景也会随之

建立。

注重 “文化气质”， 出
版社与书店做外卖送书需
凸显独特优势

阅读进入 “美团” 时代， 外卖平台的

推荐机制、 导流机制是否也能帮上书业的

忙？ 茛 下转第三版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张懿

一网通办

一网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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