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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王宛艺

“城市数字化转型是一个不
断演绎的过程 。” 全国人大代
表、 致公党上海市委专职副主
委邵志清为参加全国两会做足
了准备。 同往年一样， 他准备
提交的建议中不乏 “数字化 ”

这一关键词， “因为与自己专
业相关， 对数字化的关注是天
然的”。

今年全国两会， 邵志清准
备了一份经济数字化转型方面
的建议， 提出在长三角区域率
先建立电子商票交易平台， 更
好服务中小微企业融资。 “当
前， 中小微企业的应收账款拖
欠现象比较严重， 流动资产呈
现 ‘渐冻症 ’ 的经营环境下 ，

亟需推广应收账款票据化， 充
分发挥电子商业汇票的流通支
付功能， 纾解他们的应收账款
困难。” 他表示。

去年， 邵志清参加上海代
表团 “保市场主体， 为激发市
场活力、 恢复市场运行注入强
劲动能” 专题调研， 先后走访
多家企业， 聚焦行业和企业发
展重点难点， 把不同类型市场
主体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点
痛点充分反映上来 。 他发现 ，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情况依然比
较突出， 需要创新思路去缓解
这个问题。 在调研基础上， 他
提出了率先建立电子商票交易
平台的建议。

当前， 上海正在全力推进
城市数字化转型。 对此， 邵志
清表示， 无论数字化底座如何
夯实、 平台如何构建、 应用如
何拓展， 技术的赋能、 数据的
利用都是为城市这一 “生命体、

有机体 ” 服务的 。 他注意到 ，

在去年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
产中， 5G 和信息技术在应急 、

灾备、 防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 ， 远程医疗 、 机器人看护 、

远程办公、 在线教育、 5G 热成
像、 人流数据采集等新兴应用
场景也频繁亮相。

“要以应用为驱动力 ， 以
需求为出发点 。” 去年全国两
会上 ， 邵志清建议 ， 在充分考虑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 、

科学技术发展以及频谱资源有效利用的前提下， 为行业
专网开放部分频谱资源， 用于满足垂直行业用户的专网
建设与应用需求 。 5G 行业的产业链很长 ， 需要开放合
作， 利用其大带宽、 低时延、 高可靠、 多链接的网络能
力和边缘计算， 在工厂、 校园、 医院、 运输、 油田、 电
网等场景实现数字化转型， 提升生产效率， 提供更多商
业机会。

在邵志清描绘的数字生活 “新图景” 中， “智慧城
市 ” 进一步向 “人民城市 ” 迈进 ， 更多地体现温度 。

“‘人民’ 二字在今天的数字化转型中被摆在更重要的位
置。” 首先是 “人民建”， 城市数字化转型要依靠全体人
民的智慧与创造性； 其次是 “为人民”， 要切实增强城市
中市民和企业的获得感、 安全感和幸福感。

为井喷的在线公共文化营造更健康生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上影集团编剧王丽萍———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用‘井喷’来形容过去一年间人民群众
对在线视频的热情毫不为过。 ” 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上影集团编
剧王丽萍说，正因为此，有必要为在线的公共
文化提供更丰富优质的内容补给， 营造更规
范的生态环境。

在接受本报专访时王丽萍表示， 此次赴
京，她带去的提案之一名为《丰富和规范在线
公共文化内容供给迫在眉睫》，共同提案人还
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上海市文
联主席奚美娟。

加大对高质量文化类网
上公共产品的研发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变” 是人们
生活的关键字。 身为文艺工作者， 王丽萍特
别关注到基层公共文化生活的重大变革 ，

“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 宅家进行文化休闲
娱乐活动的人数大幅增长， 特别是今年 ‘就
地过年’ 的倡议， 进一步引导公共文化生活
进入线上时代”。

与之呼应，我国短视频平台飞速发展，抖
音、快手、西瓜视频、好看视频等短视频平台
先行一步， 微博和微信也跟进推出个性化的
视频传播平台，加之央视频等国家队助推，公
共文化生活中的线上用户正在成为主流。 以
今年央视春晚的传播为例， 仅抖音平台的春
晚直播间便累计了 12.21 亿观看人次， 短视
频流量之强势，可见一斑。

王丽萍注意到， 一方面是各大短视频平
台都有意识为建党百年、 牛年新春等开设专
栏专题，并提供诸如电视剧《山海情》相关剪
辑的优质视频产品；但另一方面，高质量内容
供给总量仍相对匮乏。主要表现在，一些商业
平台将广告、增值收费、网购服务等业务大量
植入，不仅影响观看流畅性与舒适度，也影响
优质内容的严肃性。 而一些低俗恶搞的作品
更拉低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品质。

为此，她和奚美娟在提案中建议，在大量
增加新闻类网络视听产品之外， 应当侧重于
高质量文化类网上公共产品的研发。 比如可
以引导一些有潜力的广播电视台“特产”研发
此类短平快的公共文化内容， 作为商业类平
台的“供应商”。

为网上冲浪的“一老一
小”做好生态维护

“在网上分享生活里的所见所感，已成为
越来越多人的日常。 ”王丽萍说，她作为影视
编剧，现在也爱上了短视频制作，春节里的花
市菜场、新时代“马天明”的评选现场、工作后
的一段思考，都是被她收录在手机镜头、分享
在社交平台的小美好。“所以我特别理解每个
人在发布视频内容时的情感和心理诉求。 ”

正因为此，她认为在“人人都是自媒体”

的线上生活中， 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网络空间
的生态维护， 尤其是为网上冲浪的 “一老一

小”推动“友好型云端建设”并营造更为健康
清朗的网络环境。

王丽萍发现， 尽管一些高流量的短视频
平台已经成为群众自导自演、 自拍自发的公
共文化主要载体，但从传播上看，能精准回应
分众需求的作品依然较少， 能帮助中老年人
跨越数字鸿沟、 提升互动性的公共文化产品
依然不足。 她建议，依托 5G 网络和大数据，

增强公共文化内容推送的互动性。

而针对青少年用户，王丽萍认为，一些短
视频社交平台仍存在涉黄涉暴、 虐待动物等
“打擦边球”的内容，当务之急就是要帮助部
分青少年挣脱不良流量的依赖。“提升在线公
共文化内容供给的品质， 需要形成一套规范
标准。 ”她建议，广电类、网络视听类行业协会
应加强引导和生态治理，多部门可以视情况开
展联合执法，净化网络空间，让良币驱逐劣币。

王丽萍说：“要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 提供更为丰富优质的线上公
共文化内容并营造更健康的网络生态， 已经
迫在眉睫。 ”

文化融圈才能诞生更多贴近民心的佳作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

■本报记者 姜方

“我心中的文化强国，拥有反映当代中国
人精神文化特质的好作品， 同时文化作品类
型多样化， 各个年龄阶段的受众都能找到自
己的所爱。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音乐学院院
长廖昌永告诉记者，面对这个越来越全球化、

国际化的时代， 中华文化如何能在保持自己
特征的基础之上，和时代同频共振，是当代年
轻人和文化人要去思考与探究的。

今年全国两会， 廖昌永重点关注传承弘
扬红色音乐文化、 切实增强文化自信， 以及
长三角区域音乐教育与艺术产业发展联盟的
推广。 为迎接建党百年， 上海音乐学院从去
年就开始布局 ， 拍摄歌剧电影 《贺绿汀 》、

排演新时代版 《长征组歌》， 起到不俗的社
会反响。 作为拥有 90 多年历史的音乐教育
机构， 上音结合当下的党史学习， 又将在今

年推出歌剧 《康定情歌 》 《霓虹灯下的哨
兵》 以及音乐剧 《忠诚》 等 “庆祝建党百年
重大创演项目”。 据悉， 新时代版 《长征组
歌》 等作品将走出上海， 为全国党史学习教
育提供题材丰富、 形式多样、 生动鲜活的优
质内容。

“我们的创作不只是为创作而创作，而是
和学校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艺术实践、社
会服务、课题研究都结合在一起。 同时，也让
上音培养的人才敬畏自己的专业、 敬畏祖国
的文化、敬畏台下的观众。”廖昌永介绍，学院
在七大项目的创排过程中， 深入挖掘红色文
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聚焦人才培养质量
提升与师资队伍建设中心任务。 今年上音还
将推出系列音乐党课 ， 组织文艺小分队演
出， 开展 “红色与经典” 庆祝建党百年系列
学生活动。

“这些年，为数不少的好作品都是从生活

中来的。作为创作者，要知道老百姓的所思所
想、所爱所恨，再通过歌剧、交响乐等作品来
表达。要让老百姓看起来觉得亲切，让他们觉
得这就是我身边发生的故事， 只有这样的作
品才会是具有生命力的。 ”廖昌永说，从去年
开始，上音师生利用很多假期时间，去祖国各
地采风、 向民间深入学习，“希望我们的音乐
人才不要被关在教室里， 关在自己房门内搞
创作，而是要回归艺术来源于生活、来自于实
践的传统”。

助力世界级城市群文化建设， 去年上音
牵头成立了长三角区域音乐教育与艺术产业
发展联盟。 “我们希望在政策上获得更多支
持，把长三角区域的文化、教育和市场联动起
来，把音乐创作、教育和市场推动结合起来，

切实让老百姓感受到高质量的音乐文化产
品。 ”据悉，今年 5 ?上音新时代版《长征组
歌》将在去年首演原班人马的基础上，首次推

出长三角音乐教育与艺术产业发展联盟机制
下的“长三角高等音乐院校合唱团”，加之上
海市校长合唱团、 革命历史纪念馆优秀讲解
员等，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演出组合形式。之
后，剧组将于 7 ?开启“长三角巡演”“重走长
征路”两路巡演。 这之中，“长三角巡演”包括
浙江温州、台州，江苏南通、盐城，安徽蚌埠等
五场。

近年来，廖昌永参加了《经典咏流传》等
节目，用歌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我
看来，文化艺术应该融圈。以前很多圈子都被
划分得过于泾渭分明， 反倒让各个行业越来
越相互封闭了，不利于产生贴近人民的佳作。

其实， 文化应该融合音乐与文学、 音乐与建
筑、音乐与美术等等。”廖昌永还举例说，古时
候的文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如果领域被切
分得过于精细化， 就会很难诞生融会贯通的
大家。

推进金融行业数据治理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崔瑜———

■本报见习记者 王宛艺

3 份建议、 代表团小组审议时的 7 份发
言、 上海团全团审议时的 4 份发言……全
国人大代表崔瑜正为今年的全国两会作最
后准备。

多年来， 崔瑜一直在金融行业工作， 围
绕 “金融 ” 这个关键词 ， 她拟就了多份议
案、 建议。 “无论是金融监管者角色， 还是
市场服务者角色， 我都深刻感悟到金融业正
随时代进步不断发展革新”。

今年全国两会， 不少代表都关注到了数
据的治理和应用领域。 从金融行业出发， 崔
瑜更聚焦数据与金融的叠加， 金融数据治理
成为她关注的焦点。

何为金融数据？ 她解释称： 金融行业主
要业务是处理信息流和资金流。 在数字化转
型的当下， 信息流、 资金流最终以各式各样

的数据呈现， 并密切关系到个人生活和企业
经营。 “如何有效管理这些数据， 做到安全
可靠， 并让这些数据发挥生产要素的作用，

就是金融机构的数据治理问题。”

对老百姓而言 ， 如果金融数据治理不
好， 在网上购物、 手机支付等场景中就会出
现个人信息被非法获取和使用； 对于企业而
言， 金融数据的处理已成为经营管理的重要
一环， 若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客户信息与企业
经营数据泄露， 给企业带来巨大风险。

崔瑜表示 ， 金融行业依托数据管理带
来的业务价值已逐渐凸显 ， 数据要素将成
为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和关键
支撑力。

为了更好了解金融数据治理情况， 过去
一年她参加了上海市人大代表团各项活动，

包括跨境人民币使用情况调研、 人大代表建
议议案办理工作情况调研、 远洋海运业务发

展实地调研等， “只有掌握实情， 才能更好
提升履职能力”。

调研中， 她发现行业数据治理与资源共
享存在问题。 比如： 金融行业数据治理发展
步调不一； 数据收集与处理监管亟需加强；

数据要素的流转依然存在基础障碍等。

对此， 崔瑜提出了加强金融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的作用、 推动行业数据资源共享、 发
展数据应用的相关建议， “建议建立完善行
业数据协同治理的规范， 强化数据处理主体
监督 、 落实金融科技监管 ， 发挥金融基础
设施作用探索金融数据共
享机制”。

“相关的立法工作在有
序推进 ， 《数据安
全 法 （ 草
案）》 和 《个
人信息

保护法 （草案）》 都已经公开征求意见， 未
来随着相关法案的出台， 金融行业的数据治
理要与法案规定相匹配， 相关的
行业标准、 监管规范也需
要完善。” 崔瑜
这样期待。

王丽萍 廖昌永

崔瑜 邵志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