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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30 个与百姓关系密切的 App

和网站正在推进适老化改造， 预计年内全

面完成；针对就医、叫车等常用场景，本市

加紧“一键化”改造，让老人用电话、电视等

就可在线预订服务； 近两千位 “信息助力

员”和“数字啄木鸟”行动起来，为老人上网

提供辅导，为企业改进服务献计献策……

为帮助老人和残障人士跨越数字鸿

沟，上海推出许多有温度、有成效的实招，

并纳入“上海数字伙伴计划”的新品牌，希

望将其打造成为跨越数字鸿沟的 “上海方

案”，为增强城市软实力加分。 市政府昨天

举行相关工作推进会， 就互联网应用适老

化和无障碍改造作进一步部署。 根据推进

会明确的目标， 在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

型的进程中，上海希望做到“一个都不少”。

明确“底线”：提升老人
数字化体验

根据不久前本市发布的 “推进生活数

字化转型三年行动方案”，数字无障碍被明

确定义为“底线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

期，全市从“规范、场景、服务”三方面入手，

提升老人和残障人士的数字化体验。

“规范”的核心就是让网站更友好、更

适用。调研发现，目前不少公共服务类网站

和移动 App，存在界面复杂、操作不友好等

问题， 可能在一开始就把老人挡在数字应

用之外。 为此，今年二季度，本市率先提出相

关规范导引， 要求在年底前对 66个政府网

站、47个 App、23家重点企业 App完成适老

化和无障碍改造。市数字化办、市经济信息化

委昨天透露，其中 50%的委办、60%的区已启

动相关工作，交通银行、盒马、喜马拉雅、达达

等 12家企业已发布改造后的新版应用。

“场景”的核心是让老人在接受数字化

服务时不用依赖手机，主要是建设“为老服

务一键通”场景。 在市民政局、市卫生健康

委、市交通委、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市

大数据中心等携手推进下，“预约就医一键

成”已可以让老人依托呼叫中心、社区家庭

医生等，实现一键预约挂号、慢病续方配药

等。 其他“一键服务”，包括“叫车出行一键

达”“紧急救援一键通”“政策咨询一键知”

等，也在加快建设。未来，老人完全可以选择

固话、电视、ATM机等，享受数字化的便捷。

“服务”的核心是数字化技能培训。 目

前，上海老年大学、浦东图书馆等 7 家单位

已成为首批 “数字为老培训基地”， 超过

1200名“信息助力员”深入社区网点开展培

训；600多名懂网络的老人加入 “数字体验

官”队伍，为网站、App支招纠错。

广泛动员：形成弥合数
字鸿沟合力

不仅有实打实的举措， 上海还尝试创

新体制机制， 为跨越数字鸿沟打牢基础，

而最重要的就是广泛动员各方力量， 让政府、 企业等各施所

长， 形成合力。

在线新经济是上海的优势领域。 为充分释放蕴藏在民间的

力量，上海今年通过举办开发者大会等方式，吸引数百家企业参

与到跨越数字鸿沟的行动中。围绕医疗、交通、政务服务、文化娱

乐等方面，互联网企业提供了许多解决方案。 比如，音频头部企

业喜马拉雅利用大数据分析，挖掘老年群体的兴趣，有针对性地

组织和推送相关内容，目前已形成总量超过 2 万集的储备；许多

老人也在喜马拉雅平台上担当“主播”，成为“银发网红”。

和企业相比， 政府的长处在于营造环境、 培育生态， 为

跨越数字鸿沟提供公共产品。 今年， 上海相关部门一方面在

前端通过开放场景、 引领需求， 引导企业快速找准为老服务

的切入点， 缩短从产品研发到上市的周期； 在后端， 政府通

过开放数据、 优化接口、 建立规范， 推动相关产品和服务更加

适老化、 更具体验感。 此外， 上海还借助 “揭榜挂帅” 机制，

让想干事、 能干事的企业脱颖而出。 这种叠加了政府公信力和

市场活力两方面优势的生态， 使得跨越数字鸿沟的行动在突出

公益性的同时， 也具备了自我造血能力， 形成了内生驱动的良

性循环。

分类施策：为老人引荐“数字化伙伴”

作为提高老人与残障人士数字化体验度、感受度、满意度的

核心品牌，“上海数字伙伴计划”目前正在谋划下一步工作。据记

者了解，计划大致将细化为三个行动，根据不同老人的数字化适

应能力，为他们跨越数字鸿沟“引荐”最合适的“伙伴”。

“随行伙伴”聚焦会使用手机的老人群体，围绕交通、医疗、

金融、文娱、政务等常用领域，开展互联网应用的适老化和信息

无障碍改造，为这些群体开发更多大屏、大字、语音操作、简洁直

达的 App、公众号和小程序。

“智能伙伴”针对的是不会用手机的群体。除了继续打造“一

键救援”“一键打车”等“一键”场景，还将研发智能电视、智能机

器人等智能化设备，在帮老人进入数字时代的同时，推进“银发

数字经济”。

“互助伙伴”是对数字化培训的升级。 除了依托现有的志愿

者群体深入社区授课，还将在全市银行网点、运营商营业厅等布

局数百个“微站点”，让老人在遇到数字化应用难题时，可就近找

到帮手。 值得一提的是，“互助伙伴”还将推动“数字反哺”行动，

鼓励子女做老人的数字化老师。

市数字化办、 市经济信息化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上海

60 岁以上的户籍人口比重已超过 35%， 服务这一庞大的群体，

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做到“一个都不能少”，是这座城市义不

容辞的责任。

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清出席。

黄浦江客渡船险情应急处置演练举行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昨天， 2021 年黄浦江水域客渡船

险情事故应急处置演练在黄浦江龙华水域成功举行。

本次演练由上海海事局、 东海救助局、 上海市公安局等上

海海上搜救中心 16 家成员单位参加，包括各类船艇 28 艘、直升

机 3 架，参演人员 300 余人参加演练。演练旨在进一步提升黄浦

江核心段水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加强上海水上搜救体系

建设，提升城市软实力。演练对于充分检验和加强上海海上搜救

机构组织协调、 决策指挥能力和海上搜救力量协调配合综合实

战能力， 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演练以无脚本实战模式开展， 重点操练应急响应、 船舶碰

撞、 船舶火灾、 船舶沉没、 落水人员搜寻与救助等 12 个科目。

副市长、 上海海上搜救中心主任张为担任演练总指挥。

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打造3.0升级版
作为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一大标志性项目

作为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

领区的一大标志性项目，设立在张江科学城

的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正在升级 3.0

版，用全新的科创金融服务平台搭建联动科

创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信息桥梁”，成为拟上

市企业登陆科创板的一站式“服务窗口”。

记者昨天从浦东新区金融工作局了解

到， 目前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浦东新区正在

抓紧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

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引领区的意见》 提出的试点允许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使用人民币参与科创板股票发

行交易， 在科创板引入做市商制度等创新

举措， 结合市场主体的全生命周期设计一

系列有针对性的配套服务， 把制度创新落

地后的政策红利尽快释放到相对应的科创

企业之中。

织密长三角服务网络，
实现中心区城市全覆盖

昨天， 10 家金融、 投资及专业服务机

构签约成为联盟成员 ， 成员数量增加到

136 家； 徐州、 淮北、 蚌埠、 六安、 丽水、

枣庄、 临沂 7 座城市签约成为基地联盟城

市， 基地联盟城市拓展到 35 座， 长三角资

本市场服务基地织密服务网络， 实现了长

三角中心区城市全覆盖。

为了打造良好的资本市场服务科创企

业生态体系， 基地集聚国内头部股权投资

机构、 证券机构、 商业银行、 中介服务机

构等 136 家， 将其发展成为基地联盟成员

单位， 为科创企业提供投融资支持、 上市

辅导、 专业咨询等全生命周期服务。

今年 5 月 10 日， 长三角自贸试验区联

盟正式成立， 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也

成为联盟的重要功能性平台。 而此次 《意

见》 发布后， 上海已明确将加强标志性项

目引领， 推进联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大

项目， 其中就包括打造长三角资本市场服

务基地， 在长三角区域赋能培育一批硬科

技企业， 形成强大的创新 “引力波”。

打造3.0升级版，上线科
创金融服务平台

目前， 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正在

全力打造 3.0 升级版， 开发建设的 “金证

创通” 科创金融服务平台搭建起联动科创

企业和金融机构的 “信息桥梁”。 平台建立

了企业库、 专家库和产品库， 支持长三角

科创企业与基地联盟成员单位资深专家 、

投融资产品的在线对接和在线撮合。

据浦东新区金融工作局副局长张辉介

绍， “金证创通” 科创金融服务平台可以

成为拟上市企业登陆科创板的一站式 “服

务窗口”， 支持辅导培训、 专业咨询、 上市

预审、 上市政策指引等全生命周期云服务，

满足企业多样化服务需求。

目前， 基地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 构建了精准培育硬科技企业对接科创

板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 其中，线上的长

三角区域科创板上市企业“蓄水池”，打造层

层递进的储备库 （5537 家 ）、 培育库 （520

家）、推荐库（120 家）。借助“大数据+人工智

能”技术，实现从海量企业中“大海捞针”“沙

里淘金”，为科创板注册制提供源头活水。基

地还通过预审评价功能，对照科创板上市标

准和上市审核问询要点，对进入推荐库的企

业进行精准画像和综合打分， 帮助企业发

现自身差距、 查缺补漏。

擦亮“硬科技”招牌，助
力科技自立自强

芯原股份去年 8 月在科创板上市， 此

前这家企业就列在了基地的推荐库中 。

“基地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专业服务， 包括

培训路演、 模拟审核等， 由上交所专家和

头部机构把脉问诊。” 公司董事长戴伟民表

示， “登陆资本市场不仅为企业加码投入

研发提供了有力支撑， 也让更多专业的国

内外机构投资者开始关注到公司， 打开未

来发展的新空间。”

截至目前， 基地已举办各类活动 320

余期， 服务长三角企业 4800 余家次， 线上

线下参与人数超 9 万人次。 长三角已上市

的科创板企业中， 有 60 家企业参加了基地

的上市辅导培训和投融资对接活动， 有 39

家企业获得基地联盟成员单位的股权投资，

121 家企业获得基地联盟成员单位的保荐

及其他中介服务。

从最新数据看， 科创板上的 “长三角

力量” 日益凸显， 而上海的科创板企业更

是以 1265 亿元的首发募集资金总额和 1.2

万亿元的总市值， 分别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和四分之一 ， 两项指标均位列全国第一 。

这些企业 “硬科技” 成色十足， 高度集中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医药、 高端装备

等领域， 描绘出一幅 “硬科技” 产业群加

速集聚的创新画卷。

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董国群表示，

上交所和浦东新区将依托长三角资本市场

服务基地处于市场一线的优势， 为科创板

挖掘培育更多优质 “硬科技” 企业， 借助

资本市场推动科技、 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

平循环的枢纽作用， 强化对 “硬科技” 企

业的支持力度 ， 推动解决各类 “卡脖子 ”

和瓶颈问题， 擦亮科创板和长三角基地的

“硬科技” 招牌， 助力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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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217亿元，上海29项重大工程集中开工
本报讯 （记者史博臻）2021 年度第三批 29 项市、区重大

工程昨天举行集中开工仪式，总投资约 217 亿元。今年上海共

安排市重大工程正式项目 166 项， 年度计划投资 1730 亿元，

达到近年来最高水平，其中计划年内新开工项目 18 项、建成

项目 20 项、安排预备项目 47 项，主要聚焦长三角示范区、临

港、虹桥、张江等重点区域，加快推进科创产业和重大基础设

施等重要领域项目建设， 积极推进一批生态廊道和垃圾污水

处置、文化体育教育卫生、城市安全和补短板等项目建设。

上半年，市重大工程完成投资 910.4 亿元，完成全年计划

52.6%，同比增长 15.2%，实现“时间过半，投资任务过半”。 张

江实验室研发大楼等 16 个正式项目开工建设，长征医院曹路

分院等 7 个预备项目提前开工， 上海浦东足球场等 4 个项目

基本建成。

本次集中开工的重大工程项目涵盖市政道路、医疗卫生、

教育、保障房等多个板块项目。 其中，两项市重大工程为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祝桥院区项目， 规划新建

医疗综合楼、 国家口腔医学中心、 科研教学楼及相关配套设

施；临港新片区水华路 04-02 地块租赁房项目，作为新片区首

个高品质纯租赁住宅项目， 将新建 600 套租赁住房， 计划于

2022 年底竣工。

在 27 项区重大工程中， 比较抢眼的有嘉定区徐行镇的

“云+智能驾驶”创新基地项目，一期投资约 60 亿元，规划配置

高性能云计算基地作为算力、研发的基础设施，上层以智能驾

驶行业定向研发为导向，聚集国内知名汽车制造商、云服务提

供商、IT 服务提供商、顶尖科研机构等，带动上下游产业快速

增长。

杨浦区新江湾城 F1-E 地块商办项目， 将结合双地铁车

站上盖的换乘功能，成为集甲级办公、体验型商业、高星级酒

店及时尚剧院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项目。项目建成后，将与西

侧 F1-D 地块 280 米高塔楼形成双子塔，并与相邻的“三门路

空中钻石连廊”形成新江湾城的新地标。

在市政道路工程方面，此次开工的有陆翔路（鄱阳湖路—

杨南路）道路新建工程，南起宝山鄱阳湖路，跨 G1503 后北至

杨南路，与沪太路平行，全长约 2.5 公里。 规划为城市主干路

道路等级，4 快 2 慢车道布置。 项目建成后，将实现罗店大居

与顾村大居互通，加强长宁、普陀、嘉定、宝山四区连通，有效

分流沪太路交通压力。

莱阳路（芳菲路—德爱路）新建工程，位于浦东新区外高

桥地区，南起德爱路，向北跨五洲大道、兰桥路，北至芳菲路，

规划为南北向的一条城市次干路， 全长约 900 米。 项目建成

后，将强化五洲大道两侧交通联系，分流浦东北路及张杨北路

直行交通，提升区域路网服务能力。

教育项目主要有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选址金山区张

堰镇，总建筑面积约 11.4 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影视艺术

教学楼、金山影视实训中心、学生宿舍、影视剧场、电影公园、

电影文化主题街区（学生电影实训景区）等；其他还有奉贤致

远高级中学迁建工程，以及嘉定新城 G10-1 地块小学新建工

程等。

副市长汤志平出席。

助力上海成为“国际数字广告之都”
2021上海国际广告节开幕，普陀推出“11条”加快发展数字广告产业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2021 上海国际广

告节昨天开幕，《普陀区加快发展数字广告产

业实施意见》率先发布。作为上海数字广告产

业标杆示范区， 普陀区不断优化数字广告产

业营商环境，打造数字广告产业发展高地，助

力上海成为“国际数字广告之都”。

《实施意见 》共 11 条 ，覆盖吸引企业入

驻、支持企业运营、激励企业发展、服务企业

人才、 提升园区能级等 5 个方面 11 大领域，

基本涵盖了数字广告全产业链。 在配强政策

扶持的同时，普陀区还从强化载体建设、发挥

社会力量等方面发力， 积极赋能数字广告产

业提质增效。 选取位于长寿路街道的东方国

际园中大厦与 M50 创意园联合打造数字广

告产业园， 充分利用 M50 创意园内现有厂

房，搭建摄影棚和直播基地等影视配套设施，

打造公共服务平台，形成产业集聚效应。积极

发挥市广告协会、 上海大学及相关企业等多

元力量，打造“数字广告人才聚集地”。

近年来，普陀区立足区位产业优势，牢牢

抓住发展机遇， 大力培育和发展数字广告产

业。目前，普陀区以数字广告为主营业务的企

业有上千家，2020 年数字广告产业总营收超

过 200 亿，其中年营收超亿元的有 22 家。

普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充分发挥区级

层面政策落地能力强、配套好的优势，积极做

好市级层面制度的呼应和补充，尤其是重点考

虑政策的“精准度”和“兑现率”，精准对接服务

企业需求，同时综合运用好资源、政策、服务

等， 为数字广告行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生态环

境，吸引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落户普陀，将普

陀区全力打造成为数字广告产业标杆示范区。

去年上海规模以上广告企业营收1790亿元
本报讯 （首席记者徐晶卉 ） 去年上

海主营广告企业 68798 户， 外商投资广告

公司 6631 家 ， 规模以上广告企业广告营

业收入达 1790 亿元 ， 广告传媒类上市公

司 14 家。 这是记者从昨天举行的 2021 上

海国际广告节暨数字广告高峰论坛获得的

信息。

广告业是市场经济的 “晴雨表 ”，上海

历来是广告业重镇 ，而在城市数字化转型

的今天 ，上海正在努力打造 “国际数字广

告之都 ”。

市广告协会会长杜贵根表示 ， 近年

来 ，80%的广告已是数字广告 ， 将数字广

告业打造成为上海文化产业和现代服务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是重要课题 。记者了

解到 ，上海正在研究推动数字广告业发展

的政策举措 ，积极拥抱变化 。

本届上海国际广告节首次开设长三角

广告一体化发展论坛， 沪苏浙皖最具代表

性的国家广告园区共同发起并签署 《长三

角园区一体化发展协议》， 将推动长三角区

域各园区间的交流互动， 探索产业链上下

游创新合作。

副市长陈通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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