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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居民
“家门口”
的服务大变样了
建成家门口服务中心（站）1300 余个 服务内容更丰富接地气
■解放日报记者 杜晨薇 王志彦
90 后居委干部严媛婷常常在“走来走
去”中度过一天，原因很简单：自从 2017 年
8 月，她就职的浦东新区世博四居启动“家
门口服务站”建设后，她的办公室就没了。
不单单是她，居委会所有干部的办公室都
改造成了社区百姓的活动室、阅览室、老人
助餐点，就连居民区党支部书记王忆茹也
成了
“流动人员”
。
家门口是老百姓最熟悉的地方，也是
社会治理的第一线。在过去一段时期里，
浦东经济快速发展，但家门口的服务总是
缺点温度，少点人气：百姓要办事只能去区
里、市里，家门口办事功能不全，爱莫能助；
养老、育幼等便民服务，家门口原本是最便

捷的地方，却往往因为缺乏足够空间和专
业资源，让居民兴趣索然。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家
门口是一面镜子，也是一个支点。两年多
前，
浦东新区在全国率先提出
“家门口”
服务
体系建设，如今已建成家门口服务中心、家
门口服务站共计1300余个，
实现了村居全覆
盖，
老百姓的家门口发生了许多新变化。

干部失了办公室，
赢得百姓心
两年前世博四居居委会的样子，王忆
茹历历在目：
“一楼入口处是一条狭窄的通
道，两侧分布着办公区和工作人员休息
区。二楼有一部分活动空间，但功能有限、
设施老旧，许多老百姓不大愿意来。”如今

再走进居委会，情形完全不同：服务站一楼
入门空间被改造成了开放式的办事窗口；
原先的办公区成了为老服务区；二楼的阳
台经过改造，成了居民可以报名认养的空
中菜园；偌大的舞蹈房和开放亲子区让老
人小孩都能找到乐趣。
“这还不算什么。”王忆茹说，最大的变
化来源于每个人的内心。
“过去老百姓来办
事，
总要敲开
‘两扇门’
，
一扇是居委会大门，
一扇是办公室门。即便走进来了，
居民和居
委干部隔着一张办公桌对面而坐，
总归是有
距离的。
”
可如今在世博四居，
王忆茹每天都
在服务站的各个功能区域穿行，
时刻关注居
民有什么需要，
就连休息、
午餐，
都和居民共
享空间。社区里认识她这个 80 后居民区书
记的人越来越多，常常是走着走着，就能收

获热情的招呼，
甚至还有暖心的问候：
“你们
服务的干部形象。如今，不但大事小情村
累不累？”
“我们在这里跳舞，会影响你工作
民都主动来找盛丽萍，村委会的相关工作，
吗？
”
王忆茹庆幸，
自己虽然失去了那间办公
他们也愿意配合完成。
室，
但赢得了百姓的心。
浦东新区建设“家门口”服务体系，走
随着办公室一起消失的，不仅仅是干
的第一步便是“向内动刀”，推进村、居干部
群之间的疏离感，还有村、居干部的“身份 “趋零化办公”。这在新区地工委副书记凌
感”。在浦东新区新场镇新南村，伴随“家
军芬看来是十分必要的。凌军芬说：
“所谓
门口服务站”建设，两年时间里，村书记盛
办公趋零化，就是要让村居干部集中办公、
丽萍的“身份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弱
下楼办公、开门办公，提倡共享空间、共享
化”：先是办公面积缩小了一半以上——这
工位、共享电脑，目的是充分释放空间潜
在村民眼中，就是村干部去行政化的信号； 能，
方便群众。”
第二次索性从二楼搬到一楼，从独立的 30
变化并非发生在一朝一夕间。空间改
平方米空间，搬到了正对大门的村民办事
造后，村居干部长期习惯的办公室、办公桌
大厅，让老百姓一走进家门口服务站，就能
没了，哪怕文件、档案等个人物品也要收纳
看见村书记。百姓眼中村书记的“身份感” 在固定的位置。
彻底消弭，留下的是一个热情的、尽心尽力
（下转 12 版）

集成电路产业
领袖峰会召开

位于张江科学城核心区的张江人工智能岛示意图。

□张江集团 供图

张江力争年内建成全国首个人工智能
“先导区”

打造人工智能高地 形成产业新标杆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宣告建
设 启 动 后 的 一 年 ，国 内 首 个“5G +
AI ”全场景商用示范园区——张江
人工智能岛 8 月将完全对外开放。
11 日“上海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中央媒体主题采访活动来到张江人
工智能岛，记者从活动上获悉，作为
中国 AI 新地标，
张江人工智能岛力争

在 2019 年底，
成为全国首个国家人工
智能产业创新发展先导区；
在 2020 年
底，建设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和代表
性的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
以及体现
人工智能最新技术、最高水平的应用
示范区。目前岛上 31 个 AI 应用场景
90%以上技术来自张江企业。
张江人工智能岛位于张江科学

城核心区，占地面积 6.6 万平方米，地
上总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是由张
江集团负责开发运营的人工智能产
业新标杆，
入选上海市首批人工智能
应用场景，成为国内首例“AI+园区”
的实施载体。
据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袁涛透露，目前已有

15 家企业签约，5 家企业在谈，吸引
了包括 IBM 研发总部、英飞凌大中
华区总部、微软 AI&IoT Insider 实验
室、ADA Health 等跨国企业巨头，同
济大学上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
中心等科研院所，以及云从科技、小
蚁科技、汇纳科技、黑瞳科技等“独
角兽”企业。
（下转 6 版）

本报讯 （记者 黄静）4 月 13 日下午，
“张江高科·芯谋集
成电路产业领袖峰会”在浦东召开。市政府副秘书长、区委
副书记、区长杭迎伟出席峰会并致辞。
杭迎伟说，当前上海正在全力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创中心建设。浦东新区作为核心承载区，正在加快建设世界
一流的张江科学城。去年启动建设的上海集成电路设计产
业园就位于张江科学城的核心区域，目前正在实施“千亿百
万”工程，也就是集聚千家企业、形成千亿规模、汇聚十万人
才、打造百万空间，力争打造成为世界先进水平的集成电路
专业园区。浦东热忱欢迎海内外企业家朋友到上海、到浦东
来创新创业，我们始终愿意敞开大门，与全球各个国家和地
区开展合作，
共同谱写更加美好的浦东新篇章。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王曦，区委常委、上海推进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办公室执行副主任彭崧，副区长管小军等出
席峰会。
上海是中国乃至全球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较为迅速、产业
集聚度较高的区域。2018 年，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实现销售收
入 1450 亿元、同比增长 23%，其中浦东集成电路产业实现销
售收入 1066 亿元、增长 32%，占上海市比重 73%。作为国内集
成电路产业起步最早的地区，浦东创造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
的多项第一：紫光展锐研发的国内第一代基带芯片诞生在浦
东，中芯国际量产的国内最先进的 12 英寸工艺生产线诞生在
浦东，新昇半导体的国内首个 300 毫米大硅片项目诞生在浦
东，中微半导体开发出的第一台国产等离子体刻蚀机诞生在
浦东。
浦东正聚焦“最强光”
“中国芯”
“创新药”
“蓝天梦”
“未来
车”
“智慧造”，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形成若干优势产
业集群，提升浦东产业发展能级。这些都将为集成电路产业
提供更为广阔的应用场景空间，
推动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下转 6 版）

今日导读

新时代奋斗者
新时代
奋斗者
——徐敏创新服务工作室

“有力度”的改革+
“有温度”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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