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沪苏浙皖推动电子证照跨省互认

长三角“一网通办”将再次升级

本报讯 （记者张懿）长三角“一网通

办”将再次升级。记者昨天获悉，近日，沪

苏浙皖达成并发布 《长三角地区电子证

照互认应用合作共识》，以推动长三角地

区电子证照跨区域互认和应用试点。 根

据这份文件， 通过跨地区异地调取电子

证照， 三省一市线上线下办事将实现电

子亮证、验证等功能，免交材料。

电子证照互信互认是长三角 “一网

通办”工作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在国办

电子政务办指导下， 三省一市电子证照

库建设进展迅速， 在各自区域内应用成

效明显， 已初步具备跨地区互信互认应

用的基础条件。 由于发展程度以及实际

条件等差异， 三省一市在电子证照归集

和应用模式、 运营管理方式等方面各具

特点、做法不一。

为了最大程度求同存异， 尽快在面

上取得共识， 为全国探索跨区域电子证

照互认应用先行先试， 结合国家政务服

务平?能力以及三省一市电子证照工作

情况， 三省一市共同研究制定 《合作共

识》，从电子证照互认应用的业务、管理、

技术等层面规定了 9 项内容。

在业务层面，《合作共识》 确定了电

子证照互信互认试点类型清单、 发布电

子证照应用场景清单、 制定电子证照互

认应用业务配套规则；在管理层面，深化

电子证照数据治理、 构建电子证照跨地

区异议处理机制、 加强电子证照安全制

度建设和授权管理、 推进电子证照电子

归档；在技术层面，建立电子证照相对统

一技术标准、 构建相对统一的电子证照

应用模式， 支持各领域应用场景调用核

验异地电子证照。

根据《合作共识》，三省一市将依照

本地电子证照归集情况， 选取一批各地

区共有的、高频使用的、历史信息完整的

电子证照纳入试点清单，并定期更新；推

动实现证照版式基本统一、 照面要素齐

全、电子印章或数字签名全面应用，进一

步降低跨地区电子证照互通互信互认门

槛；依托国家政务服务平?支撑能力，实

现线上办事系统能够调取长三角地区异

地电子证照， 线下办事窗口能够支持国

家政务服务平?电子亮证、验证功能，扫

码获取用户名下的长三角地区电子证

照，实现办事“材料免交”。

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 及时处理急性应激反应

国家卫健委发文?求建立专业化心理危机干预队伍，在重大传染病等
突发事件发生时组织开展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

本报讯 （记者储舒婷）今后， 各

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把抑郁症筛查纳

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 建立学生心理

健康档案， 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

注。 国家卫健委官网前天发布 《探索

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 （以

下简称 《方案》）， 要求加大抑郁症防

治工作力度， 遏制患病率上升趋势，

鼓励社会心理服务试点地区探索开展

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

据悉， 抑郁症正成为仅次于癌症

的人类第二大杀手， 全球预计有 3.5

亿人患病。 《方案》提出，到 2022 年在

试点地区初步形成全民关注精神健

康， 支持和参与抑郁症防治工作的社

会氛围。 公众对抑郁症防治知识的知

晓率达 80%， 学生对防治知识知晓

率达 85%。 抑郁症就诊率在现有基

础上提升 50% ， 治疗率提高 30% ，

年复发率降低 30%。

《方案 》 提出 ， 医疗卫生机构

应开展抑郁症筛查 ， 通过建立微信

公众号 、 App 客户端等形式 ， 为公

众提供线上线下抑郁症状况测评及

评分说明和诊疗建议等。 各类体检中

心在体检项目中纳入情绪状态评估，

供体检人员选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结合实际工作开展重点人群心理健

康评估， 对发现疑似抑郁症患者，建

议其到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就诊；精神

专科医院结合各类主题日 、 传统节

日宣传活动等 ， 组织开展抑郁症筛

查 ； 综合医院提供自助式抑郁症测

评设备或公布测评微信公众号 ， 供

就诊患者开展自助式心理健康状况

测评 ； 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

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 ， 建立学

生心理健康档案 ， 评估学生心理健康

状况 ， 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

点关注。

针对青少年、 孕产妇、 老年人、 高

压职业人群等重点人群 ， 《方案 》 分

别提出相应的心理健康服务措施 。 比

如 ， 要求中学 、 高等院校均设置心理

辅导 （咨询） 室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配备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 将心理健康

教育作为中学 、 高等院校所有学生的

必修课 ， 每学期聘请专业人员进行授

课， 指导学生科学认识抑郁症， 及时寻

求专业帮助等。

记者注意到 ， 《方案 》 要求强化

心理热线服务的作用 ， 提出依托精神

卫生医疗机构或 12320 公共卫生公益

热线 、 社会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等专业

力量， 以市为单位至少建立 1 条 24 小

时提供公益服务的心理援助热线 。 同

时 ， 将心理援助热线建设成为公众进

行心理健康咨询 、 求助 、 疏导 、 危机

干预 、 转介的便捷平? 。 定期组织对

热线接线员的培训和检查 ， 每名接线

员每年至少接受 2 次培训 ， 每月至少

接受 1 次检查。

《方案》 同时提出， 要及时开展心

理干预。 建立健全包括精神科医师、 心

理治疗师、 心理咨询师、 社工等在内的

专业化心理危机干预队伍， 每年开展不

少于 2 天的专项培训和演练。 在重大传

染病、 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发生时， 组

织开展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 及时处理

急性应激反应， 识别高危人群， 预防和

减少极端行为的发生。

■本报记者 徐晶卉

■本报记者 何易│周辰

久事公交全力做好
旅游节交通保障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记者昨天

从久事公交获悉， 配合 2020 年上海

旅游节， 久事公交对节假日大型商圈

沿线的客流进行预判， 调整运能， 并

采取相关配套措施， 全力做好交通保

障工作。

今年上海旅游节开幕式恰逢南京

路步行街东拓开街， 考虑到开幕式现

场距离公交 71 路外滩终点站较近 ，

71 路配备 32 辆全程车 、 19 辆区间

车， 运能安排明显提升； 同时， 安排

10 辆后备车量随时待命 ， 一旦遇到

大客流情况， 实行精准投放。

71 路红色之旅讲解服务也将在

旅游节期间延伸到站点， 结合站点的

灯光展示及调度室的风格改造， 共同

使外滩站点成为新的网红打卡地 。

136 路、 63 路、 948 路等线路行管员

不断强化安全管理。

上海旅游节期间天气晴好， 预计

乘坐公交出行的市民将逐渐增多， 久

事公交将做好时刻表编排工作， 对于

沿线商圈的 29 条线路， 全面提升运

能， 并对客流做好一线一分析、 一日

一总结， 严格执行好疫情防控相关措

施要求。

助力长三角文旅产业率先实现“同城待遇”

沪苏浙皖文旅部门在上海发起成立“长三角旅游推广联盟”

昨天，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

省一市三省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在

上海共同发起成立 “长三角旅游推广联

盟”， 四地将携手打造文旅区域共同体，

在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等方面

率先实现“同城待遇”，从“好邻居”变为

“一家人”。

探索合作模式， 推进
长三角文旅一体化发展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 短途

游、周边游、特定区域内旅游已成为旅游

市场的主流。”上海市文化旅游局副局长

程梅红表示，在 2020 年上海旅游节举行

之际，四地文旅部门在沪发起成立“长三

角旅游推广联盟”，旨在进一步促进区域

便民措施共享、区域信息互联互通、区域

客源互享互送， 努力将长三角地区打造

成为高品质世界著名旅游目的地。

2019 年 ， 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

（GDP）合计 23.7 万亿元，约占全国的

23.9%，同比增长 6.4%；实现国内旅游

收入 37710.20 亿元 ， 同比增长超过

10%。 广阔的市场容量与强大的消费

能力， 使文旅业成为长三角区域融合

率先起步、加速奔跑的“先行者”和“流

量担当”。

联盟成立后， 成员将积极参加文

化旅游部在境内外举办的各种旅游推

广活动， 推广长三角整体旅游形象资

源； 联手构建覆盖全媒体的旅游营销

网络， 联合在境内外主流媒体和网络

开展长三角整体形象推广； 联合开发

旅游精品线路， 把长三角打造成为更

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 借助文化旅

游部驻外机构， 共同邀请境外旅行商

和媒体到长三角考察踩线； 联盟成员

互为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 相互支持

开展联盟成员间的区域性旅游宣传推

广活动， 共同营造区域旅游市场大循

环格局。

各出长项， 联合锻造
文旅“长板”

长三角区域是全国经济最为发达、

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也是比较

成熟的区域文化旅游大市场。 海上风情

的兼容并蓄、越地长歌的优雅清新、青山

绿水的灵秀动人、吴韵汉风的锦绣婉约，

这一地区地缘相近、 人缘相亲、 文脉相

通， 长期以来互为文化发扬地和旅游集

散地。 交通网络的完善为长三角地区居

民出行带来便利，也让周边游、区域游变

得更加简单。

在安徽省黄山市副市长程红看来，

长三角文旅一体化无疑是一种强强联合

的举措。“今年是长三角旅游一体化起步

的一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是一

篇很大的文章，要做好它不容易。黄山市

文旅资源多，旅游业起步早，在国际上也

有很高的知名度， 上海则是国内外游客

的集散地和重要交通枢纽， 通过优势互

补、强强联合，势必促进各省市旅游产业

长板的锻造。 ”

浙江省温州市副市长汤筱疏则将长

三角旅游一体化比作“走亲戚”，“一直以

来， 上海周边城市都有 ‘上海人的后花

园’的叫法。随着长三角旅游一体化的落

实，来趟上海越来越像‘走亲戚’。 ”

复旦大学旅游系教授翁瑾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长三角区域内居民可支

配收入高，文旅消费能力强劲。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背景下， 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对

提振消费， 带动区域经济循环具有非常

直接的促进作用。 ”

“99 元玩一城”，优惠
活动将实现全覆盖

今年上海旅游节首批推出的上海、

杭州、南京、黄山、温州、南通、丽水、湖州

等 17 个长三角城市的“99”特色优惠旅

游年票， 目的地囊括浦江游览、 西溪湿

地、朝天宫、棠樾牌坊群、雁荡山、云和梯

田、南浔古镇等长三角知名景点，完整呈

现长三角秀美湖光山色和深厚的人文底

蕴。 市民游客仅需 99 元就可在长三角

17 个城市中任意选择一城游玩。 旅游节

之后， 旅游年票还将继续与长三角多个

城市开展合作， 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实现

全覆盖。

在产品开发方面，近年来，文旅合作

已然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一

环，各类官方认证的“长”字号专项旅游

产品不断推向市场。去年，三省一市联手

推出长三角“名城、名镇、名村、名山、名

湖、名园、名馆”国际精品线路；今年，三

省一市联袂推出长三角 “高铁+景区 ”

“高铁+?店”快捷旅游线路。 这些“一体

化”“高质量”的文旅专题产品，都切实增

强了长三角区域人民群众对一体化发展

的获得感和认同感， 提高长三角文化旅

游目的地的整体吸引力和竞争力。

南京路步行街“拉长”，商旅文“合流”

东拓段昨开街，有网红景点也有焕然一新的商业，举办活动更有伸展空间———

“在南京路步行街上拍东方明珠，这

个角度太‘嗲’了！ ”昨天一大早，黄老先

生与特意穿上旗袍的老伴来到南京路步

行街东拓段“取景”。手持“长枪短炮”，黄

老一看就是摄影发烧友，他说，以前在浦

西拍东方明珠， 最佳角度是在外滩观光

步道， 现在站在步行街上， 左手和平饭

店，右手外滩 18 号，东方明珠高耸入云，

历史感与摩登感交融。

昨天， 南京路步行街迎来新的里程

碑———东拓段开街。 东拓段改造工程去

年底动工，与原有步行街风格保持一致，

这 500 多米道路大气舒展， 不仅仅是

物理意义上的延伸， 更是商旅文 “合

流”的点睛之笔。

白天晚上都有景点，

众多新老品牌齐亮相

“南京路步行街东拓段白天和晚

上都有景点。”南京路步行街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除了

外滩的日光和夜景， 东拓段还曾有上

海乃至全国第一盏弧光灯，1882 年 7

月亮灯时，它被人们称为“奇异的自来

月”。 如今这段南京路的历史被放大，在

原址规划打造了一个 “1882 广场”———

白天，可阅读灯下的铜版书，细细品味这

段历史；晚上，弧光灯将在地面上投射出

不同光影效果，又是一处网红拍照点。

有景点，也有焕然一新的商业。众多

老字号和新品牌昨天一起亮相。 老字号

泰康食品（优选店）和韩国 IP 品牌首店

“KAKAO Friends”都是新店开张 ，吸引

来不同年龄层次的消费者和游客， 一大

早门口就出现两排长队。 邵万生、 老大

同、三阳、黄隆泰 4 家老字号同时焕新升

级，推出西班牙伊比利亚火腿、现烤大闸

蟹饼、花果茶、大米系列产品等与老店风

格截然不同的新品， 与步行街东拓一起

“走在创新的路上”。

空间宽敞， 为活动举
办打开更多想象空间

往昔这段 500 多米的通道车来车

往，束缚了商旅文“合流”的手脚；如今步

行街东拓段空间宽敞， 举办活动有了伸

展的空间，也能打开更多想象空间。在南

京东路江西中路附近， 昨天一早接连推

出的两场活动都充满创意———

早上 9 时许， 新世界大丸百货搭起

独一无二的“商场+户外小广场 T ?”秀

场，百名模特从商场内走到步行街上，展

示各品牌当季最新的潮流妆容、服饰，拉

开上海（大丸百货秋季）国际化妆节的序

幕。 文化活动拉动消费效果明显， 截至

17 时，新丸百货实现销售 1898.19 万元，

较去年同期同时段 485.77 万元销售额

猛 增 290.76% ； 商 场 实 现 进 店 客 流

53498 人次， 较去年同期同时段 38371

人次上升 39.42%。

上午 10 时，光明乳业打造的互动式

全感官“烘焙世界”光明悠焙快闪店空降

东拓段，创新融入海派元素与新鲜文化，

以最潮流方式对话消费者。 快闪店现场

有模拟真实工匠风和标志性窑炉， 更通

过“最美味”的巨型旋转木马，成为朋友

圈的打卡新地标。

据悉， 南京路步行街众商家昨天都

延长了营业时间， 配合上海旅游节开幕

举办促销活动。 百联集团透露， 步行街

上五家门店均延长营业时间至 23 时 ，

共庆步行街东拓， 吴良材、 茂昌、 亨得

利等总店拿出促消费方案 “嗨翻南京

路”； 新世界城发行 “畅游新世界” 一

日游套票和新世界商旅文套票； 新世界

大丸百货营业时间延至深夜……为上海

市民和四方游客送上一道新鲜的 “商旅

文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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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昨晚开街的南京路步行街东拓段流光溢彩， 华灯璀璨。

▲在南京路步行街东拓段， 换上新门面的老字号顾客盈门， 新加入的国际品牌

也十分吸引眼球。 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制图： 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