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嘉旖

高龄新村变身新潮“养老社区”

让每个细节满足你的想象

申城首个连片整体规划的适老化改造项目本月底前竣工

上海社区适老化改造探索昨天传来好

消息， 全市首个连片整体规划的适老化改

造项目———闵行区电机新村适老化改造项

目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预计将于8月底前竣

工完成。 取名为“一桥四方”的改造项目包

括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社区食堂、长者照护

之家、无障碍步道等各类为老服务设施，几

乎涵盖了老年群体的全部生活所需。

在重工业发展风起云涌的年代， 电机

新村曾迎来过自己的荣光时刻。时光流逝，

曾光彩照人的电机新村也像沪上一些工人

新村一样患上了“老年病”。自来水管生锈、

电线老化、隔热效果差、厨卫合用……种种

带有历史感的设计已跟不上时代发展步伐。

记者近日再次踏入该社区， 却看到了

另一番景象：社区楼道内新装上的感应灯、

双侧扶手，大大提升了安全性，让老人“脚

下无忧”；空间敞亮的崭新为老综合服务中

心既提供了小聚场所， 也将更多养老服务

纳入其中； 即将开业的社区食堂将彻底解

决老人们的“一餐饭”难题。

实施整体街区规划，形
成嵌入式养老服务格局

数据显示，上海老龄化比例已超35%。

拥有5000多户居民的电机新村， 其老龄化

比例接近40%。渐渐地，小辈们动起了搬离

的心思。一位老人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语带

感慨地说：“他们就像小鸟一样往这座城市

的四面八方飞走了。 ”

老龄化加剧， 牵引出的还有更为庞大

的养老服务需求。 闵行区江川路街道曾在

电机新村做过调研， 发现居民需求度最高

的服务是助餐———退休后， 老人们没有单

位食堂可去，一日三餐也成了烦恼。

这几天， 电机新村第四居委会书记陆

宝根手机响个不停。 当居民们知道这里即

将开出一间社区食堂后， 纷纷前来打听开

业后的运营时间、菜品价格。 “这里的老人

们早就希望能开出这样一间社区食堂。”陆

宝根与他的团队此前一直费心盘算合适的空

间。 但无奈，想要在这里挖出空间，实在是难

度系数过高。 去年，闵行区被列为“全国第四

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区”， 电机新

村片区的街区适老化改造也迎来了“加速期”。

以整体街区规划为牵引， 电机厂的退休

人员管委会、煤气站等碎片空间被一举拿下。

以老人们熟悉的北竹港桥为坐标， 大桥的东

南、东北、西南、西北角分别建设无障碍步道、

社区食堂、 老年活动室以及社区综合为老服

务中心和长者照护之家，形成“一桥四方”嵌

入式养老服务格局。

站在老人视角重新审视
生活细节

在养老服务日益丰富的同时， 老人们还

有一样更为在意的事———安全性。 对于上了

年岁的他们而言， 每一次摔跤都可能是不可

承受之痛。选择居家养老的他们，是否能实现

与住进养老院同样安全、低风险？

步入电机新村片区的一幢老楼， 虽然从

外观来看依旧年代感十足， 但内里经历了一

番彻头彻尾的改造。入口处，精心选择的低宽

型台阶更适宜老人行走； 配上扶手的无障碍

通道可以让老人们顺畅地行至家门口。

在深耕“出行”这一生活场景之外，项目

方反复咀嚼“适老”二字，站在老人视角重新

审视一切生活细节， 让每个设计细节更加充

分地满足他们对适老生活的想象。入夜后，视

线不清的老人们不必再害怕不慎摔倒， 暖意

十足的原木色扶手会亮起灯光； 记忆衰退的

他们也不必担心走着走着忘记楼层， 每一层

楼不仅用颜色区隔， 也清晰地标明了楼层数；

既危险又恼人的“飞线”也被统一收纳进管网，

楼道一片清爽，也大大降低了意外发生的风险。

电机新村的老人们不习惯住进养老院，

除了费用问题， 老人们也放不下熟悉的环境

和老朋友。对标养老社区模式，全新的适老化

改造项目让更多老人的晚年有了一种全新打

开方式———不必住进养老院、 无需承担过高

的养老成本，他们同样能享有物美价廉、丰富

多样的养老服务。

▲电机新村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荨加速建设中的电机新村 “一桥四

方”适老化街区改造项目。

荩电机新村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内老人享用下午茶以及点心。

均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制图：李洁

同仁医院是刚“升

级” 的新三级医院，全

球最小起搏器的加速

“落地”，得益于该院多

年 的 大 心 脏 学 科 建

设 。 这一区域 “救心 、

护心 ” 团队亦将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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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管”促“放”，上海三年内信用监管全覆盖
14项任务39条举措突出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市场主体感受度的价值取向

企业信用评价将成为上海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的重要手段。 根据一份新近发布实施

的文件， 上海将用三年左右时间， 在全市形

成全领域广覆盖的信用监管体系 。 对于诚

信守法的 “优等生”， 政府监管将突出 “无

事不扰”， 并优先提供服务； 而那些存在较

严重失信问题的企业 ， 则将面临更高频 、

更有力的监管。

该文件全称是《关于本市加快推进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

机制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8

月1日起正式施行。 乍一看， 信用监管似乎

是增加了一道约束企业的手段， 但事实上，

“管” 的主要目的是 “放”。 在昨天举行的相

关通气会上， 市发展改革委社会信用推进处

处长魏雪表示 ， 信用监管作为一种创新机

制， 有助于政府简政放权， 更好地从市场准

入的审查者， 转变为维护市场秩序的 “啄木

鸟”， 以及服务市场主体的 “店小二”。

为诚信企业带来更多获得感

信用监管已在上海一些地区和部门先行

试点 ， 试点成果证明 ， 信用的确能让政府

“退后一步”， 为诚信企业带来更多获得感。

在上海海关推行的AEO （经认证的经营

者 ） 制度中 ， 目前共有400多家公司通过

“高级认证”， 成为海关体系内信用等级最高

的企业， 其货物接受海关查验的比例只有不

到1%， 远远低于普通公司的20%。 上海海

关企管处副处长任海青表示， 信用监管使得

海关不再 “平均用力”， 而是根据企业信用

状况， 推动精准监管。 除此之外， “高级认

证企业” 在通关方面还具有获得优势， 以振

华重工为例， 该公司在获得 “高级认证” 之

后， 通关耗时缩短了一半以上。

不难看出， 信用监管机制， 实际上就是

在对企业的信用状况进行分级分类后， 根据

结果实施差异化管理， 并建立相应的激励、

预警和惩戒机制。 如果说 “分类” 和 “差异

化 ” 是信用监管的关键 ， 那么比起上海海

关 ， 嘉定区税务系统信用评价体系的 “分

类” 更细。

嘉定区税务局副局长张淳告诉记者， 目

前， 他们每年对纳税人的纳税信用级别进行

评价， 全区18.5万家企业被分成A、 B、 M、

C、 D五个类别。 由于A、 B类企业可以得到

更大的办税便利， 实际上引导了企业诚信纳

税。 同时， 这套机制也帮助税务部门在资源

有限的情况下， 能及时发现并阻断发票虚开

行为。 此外， 疫情期间， 利用税务信用大数

据， 银行还为嘉定区一批陷入困境的信用A

级企业雪中送炭， 提供信用贷款。

从“点状”探索向各领域铺开

上海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国内位居前

列，特别是近年来，在全国首创了信用数据、

行为、应用“三清单”的管理制度，发布了全国

第一部地方性的综合性信用法规， 并依托公

共信用信息， 上线了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

服务平台。

信用监管是重要的信用应用场景。 根据

市发展改革委梳理的试点经验， 较之传统监

管，信用监管能进一步简化审批流程，大幅提

升市场准入便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对政府

而言， 信用监管能把监管资源精准聚焦于风

险对象， 并最终支撑政府管理方式从严格的

前置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

在全国层面 ， 信用监管的热度快速提

升。 去年全国两会， 它被首次写入 《政府工

作报告》， 年底又出现在 《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 中。 今年3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的 《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

制机制的意见 》 指出 ， “加强信用体系建

设， 完善失信行为认定、 失信联合惩戒、 信

用修复等机制”。

在这种背景下， 上海为贯彻国家要求，

结合本市实际， 研究制定了信用监管的 《意

见》， 共提出了14项任务、 39条举措。 可以

说， 《意见》 的出台， 表明上海全面提升了

信用监管覆盖面， 将过去的 “点状” 探索向

全市各领域铺开 ， 并突出服务优化营商环

境、 提升市场主体感受度的价值取向。

分两步实施信用监管体系建设

根据新出台实施的 《意见》， 上海的信

用监管体系建设， 将分两步实施： 第一步是

从现在到2021年底， 将选择市场监管、 社会

服务、 环境保护、 交通运输、 司法鉴定、 文

化执法等重点领域 ， 基本建立信用监管体

系， 实现分类监管、 动态监管、 精准监管；

第二步是到2023年， 实现全市信用监管领域

全面覆盖， 使得信用成为政府管理和社会治

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据市发改委介绍， 在 “事前、 事中、 事

后” 三大监管环节， 上海都提出了信用监管

体系建设目标和改革举措。 在 “事前”， 上

海将全面推行 “政务服务信用承诺制”， 包

括推广证明事项的告知承诺制， 以促进企业

办事时能够减材料、 减证明； 在 “事中” 环

节， 上海提出要全面实施信用分级分类监管

等六方面任务 ， 并对企业开展公共信用评

价 ， 建立企业的诚信档案 ； 围绕 “事后 ”，

上海不仅将完善联动奖惩机制， 还将为失信

企业建立信用修复机制。

■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

“临港智旅”带游客体验“国之重器”魅力
新片区首批6条工业旅游线路启动

船舶是怎么建造的？ 国产大飞机有

哪些奥秘？ 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旅游联盟会客厅日前揭牌 ， “临港智

旅” 工业旅游首批6条线路启动， 游客

有望在 “国之重器” 制造过程中感受工

业的魅力。

“临港智旅” 工业旅游首批线路包

含重装备制造、 航空航天、 新能源、 半

导体等行业。 游客们可以前往上海微小

卫星工程中心、 外高桥造船、 上海上飞

飞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等行业明星企

业， 零距离接触国产卫星、 飞机、 轮船

及高科技产品等的研发、 生产过程。

在上海外高桥造船海洋工程有限公

司， 游客可直观了解船舶建造流程， 实

地观摩 “中国第一、 世界领先” 的外高

桥海工明星产品， 登上码头参观海工平

台供应船和自升式钻井平台。 “游客可

以爬上钻井平台， 参观平台核心装备区

域， 也可以体验船员生活区域。” 上海

外高桥造船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庞立群介绍， 这条线路将展现像搭积

木般建成海洋装备的过程， 同时展现海

洋工程产品的类型、 钻井平台的样式和

海上作业方式。 “该路线可以让游客了

解中国造船行业和工业发展， 同时吸引

人才参与到 ‘大国重器’ 的制造中”。

而在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

院航天卫星科普教育基地， 卫星展馆、

卫星指挥测控大厅 、 卫星总装厂房 、

EMC暗室一应俱全， 游客们可通过图文

展览、 实物模型展示、 VR （虚拟现实）

演示、 航天文创等形式了解中国卫星发

展历程及卫星创新院的科研成果， 还能

知道卫星总装的全过程。 上海微小卫星

工程中心产业发展部部长于慧亮表示：

“我们想在旅游路线上打造我们的品牌，

让大众认识卫星， 认识中国航天。”

新片区自成立以来， 工业企业生产

形势良好。 今年上半年， 新片区工业总

产值预计完成660亿元， 同比增长32%。

在紧张的工业生产中安排面向大众的旅

游线路是首次尝试， 庞立群直言， 既要

保证游客安全又不影响生产， 这需要多方

配合。

值得注意的是， 为构建 “旅游+” 全

产业链体系， “临港新片区旅游联盟会客

厅” 正式揭牌， 浦东新区旅游业协会、 上

海航空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 上海擎梦国

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上海蒙汇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 4家旅游专业机构首批入驻 。

“临港新片区旅游联盟会客厅” 位于新片

区港城广场一街坊7号楼一楼办公区域 ，

旨在解决旅游初创型企业普遍面临的人员

雇佣少、 租赁成本高、 办公空间小的运营

难题。 通过向新落户的旅游行业企业提供

“共享办公” 空间和上下产业链企业间的

沟通、 交流、 展示平台， 进一步释放临港

新片区旅行社、 景区、 酒店等旅游资源的

集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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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 ）

第三届进博会报名火热 ，前两届

的溢出效应不断显现 。 昨天 ，记

者从上海市同仁医院获悉 ，首

届进博会 “明星产品 ”———全球

最小心脏起搏器Micra近日在这

家医院成功植入患者体内。

这款无导线起搏器是今年上

海市医保目录下的第一个新增耗

材项目。 新科技产品以“加速度”

抵达百姓， 得益于上海市推出的

“一网通办”高效政务系统，让新

技术产品医保准入的审核流程化

繁入简。

7月22日早上8:30，77岁的马

阿姨就接受了这场特别的心脏起

搏器植入手术。 通过显示屏幕可

清晰看到， 仅2克重的小小起搏

器通过导管被医生放入患者的

心腔 。 在确认起搏器末端4个小

爪子牢牢吸附在心肌上且正常

运转后，手术宣告结束，全程仅30

分钟。 马阿姨住院三天后就顺利

出院。

“无导线起搏器的整个手术

过程更短，植入成功率高，患者恢

复得更快。”同仁医院心血管内科

主任邱朝晖说。

Micra无导线心脏起搏器是

美敦力研发的产品， 自2013年首

次在奥地利植入成功后， 已惠及

全球7万多名患者。 2018年，Micra

亮相首届进博会便成焦点。 2019

年， 受益于我国药品医疗器械审

评审批制度改革， 这款全球最小

起搏器正式进入中国， 开启了我

国无导线起搏时代。

邱朝晖是国内第一批接受这

一新技术培训的专家之一。 据他

介绍， 无导线起搏器相较传统起

搏器 ，体积减小了93%，手术中 ，

医生可直接把起搏器植入患者心腔， 大大减少并发症与感

染风险。 并且，无导线起搏器续航时间使用寿命达12.8年左

右，远高于传统起搏器。 简言之，由此带来的无伤疤创新术

式让患者“无形之间，心跳如常”。

高科技医疗器械如此快速地让百姓用上， 在业内堪称

“加速度”。这得益于上海市推出的“一网通办”政务系统。自

上海开展“一网通办”以来，一举解决了新技术产品医保准

入审核流程复杂的难题， 医院所有新技术项目都可以网上

审批。同仁医院医务科科长顾志俭介绍：“疫情期间，上海医

保开创了医用耗材可单独收费目录的调整流程，2020年6月

26日， 无导线起搏器成为上海市第一个新医保目录下的新

增收费耗材，并纳入医保支付。 ”

2019年下半年，上海市医保局即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

让群众和企业“少跑腿”。 具体举措包括：加快价格审核速

度，特殊情况如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可一事一议；改“一院一

批”制度为“统一定价”制度，即对首次应用于本市临床的新

项目，统一制定价格标准，其他医院跟进开展，只要完成相

关备案，就可直接按照不超过现行价格标准收费，不需要重

新申请价格。这也是同仁医院为无导线起搏器拿到医保“身

份证”后，在起搏学界引起不小反响的原因。

同仁医院是刚 “升级” 的新三级医院， 全球最小起搏

器的加速 “落地”， 得益于该院多年的大心脏学科建设 。

同仁医院临近虹桥交通枢纽、 中环线、 国家会展中心、 凌

空园区， 承担着区域内极危重症诊治与急救任务。 2016年

11月， 同仁医院胸痛中心建设启动， 在院内结合急诊抢救

室、 心功能室、 导管室、 心内科监护室等 ， 在院外联动

120体系， 为急性心梗病人的成功抢救提供保障。 邱朝晖

领衔的心内科电生理亚学科团队也常设起搏器门诊、 心律

失常门诊、 房颤抗栓整合门诊等专病门诊， 近年在国内生

理性起搏领域处领先地位。 这一区域 “救心、 护心” 团队

亦将参与第三届进

博会医疗保障

工作。

■本报驻临港记者 祝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