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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脉搏提升城市温度 满足美好生活向往

2019年上海最“民生”之事 每天都在发生
2019年，每个上海百姓能切身感受到就是，天更蓝了、水更绿了，生活更便捷了。买菜难、孩子照看难、老人陪护难……

这些总是在困扰大家的问题正在慢慢地改善……这些真真切切“看得见、摸得着、能感受、更实在”的细微改变，件件都是有
温暖设计的。一年时光虽短，变化却潜移默化，每天都在发生。今天，城市周刊重温2019年上海最“民生”的事儿，感受生
活在上海的小幸福。 青年报记者 周琳琳

无论是为老服务还是爱心暑托

班，关注的都是社会中较为弱势、需

要更多关爱的群体。上海是全国最

早步入人口老龄化的城市，庞大的老

年群体对社会养老服务产生了巨大

需求。面对人口老龄化仍在加速加

深的实际，“数量”增长以外，关于“质

量”的追求也值得进一步关注。比如

发展服务功能整合平台，一头连接专

业机构，一头延伸至居民家庭，让老

年人不出社区就享受到基本养老服

务；发展具有一定生活照料功能的服

务场所，推动互助式养老。更重要的

是，要让他们更有尊严地养老：保护

自由意志、满足社交需要、倾听彼此

心声。

而暑托班以“爱心”为名，更是多

方以“责任心”守护“爱心”。爱心暑托

班的供不应求，说明它为双职工家庭

提供了切实的便利和帮助，为越来越

多的家长缓解暑期“痛点”，真正将实

事项目落到实处。如何做到安全优

质又有质量的暑期托管，对家庭稳

定、正常工作秩序的开展具有重要意

义。此外，也需要引入社会各方资源

投入其中。如此，一方面将解决校方

安排相关人员所承载的压力，另一方

面又可以满足家长提出的多元化、多

层次需求，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暑托

班内容。

量个血压要跑卫生院？买个菜还
要走上一公里？送孩子上学、早教要开
车？过去这些生活中的小烦恼，让很多
百姓头疼。《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提出要营造“15分钟社
区生活圈”。如今，一些社区已先行一
步，在生活圈建设上初具特色。

让我们先把目光投向浦东的曹路
镇。立足家门口“小舞台”，办好为民
服务的“大角色”，曹路镇星纳家园居
委联合上海善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

“家门口”开展系列便民服务活动。当
日晨风迎面吹拂，虽带来几分凉意，但
星纳家园“家门口”服务站前却人头攒
动，好不热闹。在星纳平价便民区，有
新鲜丰富的蔬菜、水果、鸡蛋及平价日
用品，一大早，居民们就闻讯赶来，排
起了长队。“青菜 2.0 元一斤、西蓝花

3.2元一斤……”现场一位阿姨一边看
着价格表，一边与身旁的人交谈道，

“这菜呀真新鲜，价格也要比外边便
宜，得多买一些，留着慢慢吃。”为了
提供居民更便捷的生活服务，打造有
温度的社区，曹路镇永华苑居民区“家
门口”便民服务也在提质中，便民小菜
市进驻“家门口”，每周一的上午7：30，
与居民们不见不散。

再来看看浦西的芷江西路街道的
邻里中心。这个有着高颜值的“社区
公共客厅”其实是一个集养老、教育、
休闲、文体等设施的活动场所。邻里
中心在2018年 3月份正式投入运营，
场馆中有16个功能性的区域，包含了
老中青幼各个人群的分布，将近2400
平方米，运营现在为止已有28万人次
的流量。

每到暑假，邻里中心的小朋友特
别多，邻里乐学坊就会开放早教课。
这些早教课是由社会组织来承接的，
他们不仅仅是服务于社区的孩子，更
多的是吸纳社区的全职妈妈，给她们
一些专业的教育指导。让妈妈陪伴孩
子上早教课，也带动一批全职妈妈考
取资质成为真正的早教老师，服务于
社会。在邻里卫生站，日常会有轮班
医生为社区居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为居民的健康保驾护航，附近居民也
对这项服务赞不绝口。邻里健身房，
居民每天只需花费1 块多，就能在健
身房内运动，还可以享受免费的淋
浴。对这里的居民来说，15分钟社区
生活圈就是家门口的服务中心，让他
们用更少的交通时间，享受公共资源，
提升生活品质。

事实上，上海每年都会新建改建市

民健身步道、市民球场、市民益智健身

苑点等体育设施，市民健身步道项目连

续三年在市民满意度测评中位列前

茅。今年，上海已建成体育公园或是利

用郊野公园建设成片体育设施的有15

个，还计划建设徐家汇体育公园和长宁

虹桥体育公园；在公园、绿地和社区中

新建改建100条市民健身步道、60片市

民球场和300个市民益智健身苑点。

城市中身边的体育设施供给不断

增加，为热爱运动的人提供了多样选

择，进一步引发“全民健身”的良好氛

围，逐步解决大家“去哪里健身”的问

题。这也满足了市民日益增长的、对于

健身运动的需求。除了高标准，这些健

身设施也在颜值提升上颇下功夫。动

可健步放松身心，静可一览绿植美景，

休闲锻炼两相宜，这些场所无疑也改善

了社区、街道的环境面貌，成为大家放

松心情、漫谈交友的好去处。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融资难、融资
贵、融资慢一向是小微企业面临的痛
点，也是商业银行长期以来重点关注的
问题。而将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信用，
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近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上线“上
海市银税信息互动平台直联系统”，通
过发挥金融科技优势，推动营商环境更
高效、更便捷，为小微企业提供更加切
实的金融服务支持。

“上海市税银互动服务平台”由上
海市税务局和上海银监局联合开发，是
响应国务院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号召的信用惠民举措。通过该平台，企
业足不出户便能完成贷款申请，银行可
以在线受理申请、快速审批授信，税务
部门也能即时接收企业账户信息和银
行信贷信息。在共享信息、提升效率的
同时，该平台也为数据传输安全提供保
障，有效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和纳税人
的合法权益。

兴业银行上线银税信息
互动平台直联系统

“以后我们在院子里坐着，晒太阳、
聊天，活动空间更大了。”崇明区堡镇敬
老院分院负责人笑着说到。像这样地处
农村薄弱地区、建设年代较早的养老院
里，不少都只有一个公共浴室。冬天，老
人们怕麻烦，有的不洗澡，干脆就烧热水
擦擦身。经过改造后，这座敬老院大楼
换上了黄色墙面，屋内独立卫浴间、橱柜
等设备齐全，屋外曾杂草丛生的院落变
成了凉亭和健身区域。敬老院的改造分
两步走，5幢改造一新的楼房已迎来入住
老人，还有2幢即将完成。据了解，经过
改造，原本90厘米的门扩宽为120厘米，
方便轮椅进出；老式地板都换成了防滑
地板；老人们有了独立卫浴间，里面都装
上了热水龙头，居住得更安全、更舒适。
老人们满怀期待和兴奋，期待着再次入

住后的新生活。
除了老人，孩子也是家庭中颇受重

视的成员。今年上海市小学生爱心暑
托班顺利结业，并继续保持对全市所有
街镇的全覆盖，保持暑期时段的全覆
盖。和往年一样，爱心暑托班受到家长
热烈追捧，不少家长已成为“铁粉”，一
早就赶到办班点报名。“孩子非常喜欢
暑托班里优雅整洁的环境和丰富的课
程，简直就是暑托班‘小粉丝’”；“外孙
女在暑托班里吃饭吃得特别香，而且严
格的安全制度也让我们家长非常放
心”；“暑托班一改儿子原本暑假中很不
规律的生活状态，更是学会自我管理、
高效完成作业”……已经连续陪伴申城
孩子度过6年暑假的爱心暑托班，赢得
了孩子家长的一致“点赞”。

近期，凯宏花园里出现了一个四四
方方储物柜，引起了居民的强烈好奇。
原来它是“社区微信菜市场”，具有常
温、保鲜、冷冻等多种功能。相关负责
人表示，居民朋友们只要在晚上12点
前通过手机App下单买菜，第二天蔬菜
就能到达柜中，居民再根据自己的时间
安排到柜前自提即可。这可着实解决
了社区居民突出的“买菜难”问题。由
于旧改、市政建设等原因，一些社区的
菜场被拆除，凯宏花园也是如此。“为了
买菜，我们要走上十几分钟到近一公里
外的溧阳菜市场买菜，天天来回身体有
点吃不消。好在‘微菜场’来到社区
里，方便！”居民汪阿姨告诉记者。

家门口新增的，还有“智慧健康小
屋”。今年10月，宝山友谊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智慧健康小屋”正式运行，
众多附近居民前来“尝鲜”，彭阿姨就是

其中之一。“花了十几分
钟，我就轻松检测了血
压、血糖、心电图、
体脂等项目，现场就
拿到检测报告，打
印出 1 份健康教育
处 方 和 1 份 运 动 处
方。”记者在现场看到，
13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光
线明亮、设施齐全，分为
健康自测区、体质检测区、健康
管理区、健康宣教区。不少附
近居民早早赶来，秩序井然地
排队自测自查，现场的家庭医
生、体育专家对居民一一指导。“现在
检查身体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先进，对
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太好了。
这间小屋让我们的健康管理更方
便有效。”

家门口的智慧健康生活

蓝天绿地 休闲锻炼两相宜

“今朝，侬走了伐？”这是家住徐家
汇的陈老伯每天跟朋友见面打招呼的
第一句话。这段时间以来，他家附近的
徐家汇公园市民健身步道人气很旺。
走出家门就能锻炼身体，让市民们直呼

“幸福”。“行走最美步道，共享健康美
好”，市民健身步道已成为上海市民出
门就能找到的休闲、锻炼好去处。

对于郊区健身场所的建设，不少人
认为郊区天地广阔，建一个步道很轻
松，其实不然。由于土地使用性质等原
因，郊区体育场地设施同样需要挖掘。
嘉盛社区就有居民反映，中老年饭后想
要散步，却苦于小区内车辆进出频繁存
在安全隐患；晚上慢跑的居民也容易摔
倒。通过排摸，小区外一块荒废空地成
为健身场所首选。开工建设时，小区志

愿者还参与到清理杂
草的工作中。

如今，上海各区
已 建 成 健 身 步 道
1300 余条，均面向
广大市民，可以满足
市民对日常健身
的基本需求。
全市滨江“漫
步 道 、跑 步
道、骑行道”
的 沿 途 美
景，公园绿道
的曲径通幽和社
区步道的便捷实用，为
上海这座城市增添了满满
的生机与活力。

15分钟生活圈 服务就在家门口

“15分钟社区生活圈”意为在可达范

围内，配齐生活所需的基本服务功能，与

公共活动空间形成安全、友好、舒适的社

会基本生活平台。目前它主要是在教

育、卫生、文化、体育、养老五个领域进行

拓展。下一步，还要随着老百姓的需求

精准对接，把“圈”画得更细更精准。

生活圈所蕴含的发展理念，是对上

海长期以来所提倡的以人为本的城市生

活理念的延续、传承与不断提升，尤其突

出地体现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方面。自

然，在生活需求与生活环境发生诸多变

化的背景下，生活圈理念需要在延续和

传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与完善，以适

应生活需求的转变、城市治理的转型。

相信更多人将由此感受城市温度，以深

度参与提升社区共建共治意识，成为“圈

里人”。

智慧社区

幼老服务
健康家园

便捷生活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日前，首届“光
大服务季”暨“光大超市启动、阳光添
利”发布会，于上海市光大大厦隆重启
幕。来自光大集团、光大证券、光大银
行及驻沪18家集团子公司的代表莅临
现场，共同启动和见证了本场发布会的
举行。

据介绍，上海分行的“光大超市”是
光大银行首家具有5G功能的网点。借
助5G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
边缘计算、全息技术、AR/VR科技创新手
段，打造跨界新生态、新融合、新未来的
综合金融业态。

发布会开场，通过光大超市的视
频演示，为大家揭开了光大超市的神
秘面纱与经营理念，光大银行总行首
席业务总监齐晔表示：“光大超市是集
团‘光大一家’理念在银行网点的具体
体现。”与此同时，为了让大家能够更
加直观与深刻地了解与体验，活动现
场还设置了光大超市参观环节，分为
三大展示板块，涵盖了阳光金融、阳光
生活、阳光公益等理念。多元化的展
示板块与搭载了高科技的展示台，为
现场参与者带来震撼的视觉体验与科
技享受的同时，也重新定义了“超市”
这一独特场景。

光大银行引入5G
在沪启幕“光大超市”

智慧社区为居民打造了便利的生

活。便利买菜、检查身体等日常所需，已

经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远程服务得

以渗透到社区。借助互联网的力量，让

高品质产品安全进入居民家中。

微菜场采用了网订柜取、自助售菜

的生鲜零售新业态模式，将菜市场浓缩

成自动售菜点，让市民实现家门口买

菜。微菜场通过生产源头二维码追溯新

技术应用，实现农产品种植、加工、仓储、

运输、销售全程信息可溯。

而智慧健康小屋提倡的是深入社区

的健康理念，让健康资源汇集社区，健康

服务融入社区，建立基本完善的社区健

康服务体系。除了观念和概念的输出，

大家可以在社区里找到志同道合的伙

伴，共同实践健康生活方式。“家门口”的

高质量服务，让居民们节约出更多时间，

享受精彩健康的社区生活。

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成为“圈里人”感受城市温度

以爱之名 连接老人和孩子

记者
感悟 关注弱势群体 缓解社会痛点

记者
感悟

记者
感悟

记者
感悟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日前，由打浦
桥街道主办，上海华爱社区服务管理
中心承办的“打浦桥青年生活+”项目
——“I 就大声说出来”2019 志愿者表
彰会在打浦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顺利
举行，共有近200名志愿者参与，而其
中有12位志愿者个人和5支志愿者团
队荣获表彰，感谢他们这一年的无私
奉献。

今年的表彰会，特别增设了“辩论”
环节。志愿者就“爱的传递是否有时效
性”这一主题进行了精彩激烈且富有深
度的辩论。无论是台上的辩手还是台
下的大众评审，无论支持正方还是反
方，在座的每一位志愿者都从短短的十
多分钟中重新审视自身，对志愿服务有
了更多思考。

打浦桥街道举办
2019志愿者表彰会

远程服务
覆盖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