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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将 212 项政务服务延伸至
“家门口”
服务中心（站）

服务送到家门口 居民办事不出村
本报讯 （记者 陈烁 须双双 通讯
员 黄琼）
“真好！我们这些出行不太方便
的老年人不出村就能办理所有业务，来回
可省 1 小时车程呢。”前几日，书院镇塘
北村蔡阿姨来到村“家门口”服务中心，通
过互联网连接起的两块小屏幕，顺利换好
了就医记录册。
新版社保卡申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缴费、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
……百姓日常经常需要办理的 212 个事
项，如今不用跑社区事务中心，在“家门
口”就能办理。记者获悉，截至 8 月 31 日，
浦东新区 36 个街镇的居村“家门口”服务
中心（站）均可办理全部 212 项事项，真正
实现百姓办事不出居村。
蔡阿姨调换就医记录册的时候，塘北
村“家门口”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先核实
好她的身份信息，打开“远程视频帮办”系
统，连线到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进行
办理。前后只有 10 分钟，业务便办理成

功。看到如此便捷高效，蔡阿姨赞不绝
口。
而这得益于书院镇社区事务受理服
务中心开展的一项业务，即“远程视频帮
办”，通过远程连线办理业务，完善“最后
一公里”服务，实现老百姓办事不出居村。
就在最近，大团镇远程视频帮办服务
也全面上线。经过前期的硬件设置、人员
培训、问题改善等，全镇所有居村都能受
理 212 项政务服务事项，包括自助办理 41
项、远程办理 107 项、人员下沉办理 5 项、
代为办理 59 项。
今年初，为让社区居民享受更为智
能、更加高效的服务，实现“让群众只跑一
次”的目标，浦东新区提出政务服务远程
帮办机制。在各居村“家门口”服务中心
（站）配备“五件套”智能设备——高拍仪、
读卡器、扫描枪、打印机、摄像头，为居民
提供代办服务。
有了这样的远程视频帮办服务，原本

需要居民携带材料前往社区事务受理中
心办理的事项，现在只需要步行几分钟，
就可以就近在“家门口”服务中心（站）办
理。工作人员通过远程连线，把资料发送
到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即能实现远程办
理。
“家门口”政务服务延伸，实现了政务
服务模式变革，受理中心从以往的被动等
待到主动下沉，服务窗口从受理大厅延伸
至居村家门口。居村从以往的简单咨询
到全口径受理，凡是可以通过“远程视频
帮办”软件连线受理中心办理的、通过“一
网通办”平台全程网办的，都可在居村家
门口直接受理，真正让群众少跑一趟路、
少进一扇门、少找一个人。
据了解，在下沉的事项中，
“就医记录
册申领、更换”事项是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年受理量最高的事项，
“长护险申请”
事项申请人多为腿脚不便的老年人，能够
在居村家门口直接办理，
广受群众欢迎。

外籍男子为何大热天带 4 件棉衣入境
上海海关 10 天查获 3 起走私毒品案
本报讯 （记者 王延 通讯员 应琛）为
逃避处罚，走私分子竟在藏匿手法和走私
路线上玩花样。上海海关近日通报，今年
7 月份，上海海关缉私局在短短 10 天内就
查获了 3 起旅检渠道走私毒品案。
据介绍，海关关员通过
“高风险旅客筛
选法”，在埃航 7 月 31 日一架从亚的斯亚贝
巴飞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航班上，锁定
了一名白俄罗斯籍男性旅客。海关关员对
其携带的行李箱和衣物分别过机检查，但
均呈正常影像。炎炎夏日，竟带着过冬棉
服，该旅客的嫌疑陡增。
经破拆检查，该旅客携带的 4 件棉服
内胆纤维中均抖落出微量白色粉末，两层
内胆纤维中还夹藏了一层塑料薄膜，薄膜
内有湿润的乳白色粉状物。海关关员随即
对内胆取样进行毒品试剂快速检测，结果
呈毒品可卡因阳性反应。上海海关缉私局
当即立案侦查，4 件冬衣外套毛重 5432 克，
内含毒品净重约 1800 克。
值得一提的是，该种藏匿手法是目前
最新出现的一种毒品走私手法，为全国海
关首次查获。而除上述案件外，上海海关
还在 7 月 23 日查获 1 起人体藏毒走私可卡
因案，7 月 29 日查获 1 起行李箱内壁夹层
藏匿走私可卡因案。
上海海关缉私局办案人员介绍，近年
来，上海口岸始终保持查缉毒品走私的高
压态势，走私分子藏匿手法和走私路线不
断翻新，
在选择走私人群时也更具迷惑性。
针对上述风险，上海海关表示，今后将
会继续加大查缉力度，同时加强执法协作
和情报信息共享，共同构筑严密的缉毒防
线。

入户问询不涉及个人敏感信息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为全面、
深入、
及时地掌握上海内外交通在需求、
供应、
特
征等各方面情况，
经市政府批准，
本市启动
第六次综合交通调查。9 月 19 日起将先抽
取5.1万户居民家庭开展入户调查。
市交通委介绍，本次调查分为 5 大
类，24 个调查项目，5 大类项目分别为：人
员出行调查、货物运输调查、系统运行调
查、交通新热点问题调查和基础数据整合
调查。
人员出行调查是综合交通调查的核
心，
主要摸清各类人员的出行需求源头规
律性特征；
货物运输特征调查是历次调查
的重要内容，
主要掌握货物运输各环节的
情况；系统运行调查获取道路交通、公共
交通和对外交通系统的运行数据；
交通新
热点问题调查旨在获取热点问题的针对
性数据；
日常数据整合调查用于获取反映
交通运行综合特征的基础数据。根据计
划，9 月份将率先开展居民出行家访调
查，2020 年实施完成所有调查项目，最终

调查成果预计 2021 年上半年完成。
居民出行家访调查是通过记录居民
一日所有出行记录，
用于获取本市常住人
口出行特征。调查内容分为三大部分：
户
信息，
包括户地址、户居住人口数、家用交
通工具拥有情况、家庭使用小客车特征
等；
个人基本情况；
个人出行信息，
包括到
达地址、到达时间、离开时间、出行目的、
交通方式等。问询内容主要为出行情况，
不涉及家庭成员的姓名，不涉及收入、财
产等个人敏感信息。调查时间从 9 月 19
日至 9 月 26 日。此次抽取的 5.1 万户居民
家庭覆盖全市所有街镇。
上 海 曾 于 1986、1995、2004、2009 年
和 2014 年先后组织开展了五次综合交通
调查。近年来，
上海城市交通需求持续增
长，交通压力日益加大。2018 年地铁全
网日均客流 1017 万乘次，较 2014 年增长
31%；2018 年机动车注册总量 421 万辆，
小客车实有量（含长期在沪使用外地牌照
小客车）511 万辆。

社会治理由被动处置转为源头预防
高行举办城市精细化管理专题报告会
本报讯 （记者 章磊 通讯员 徐骁）
理论结合实际的讲座，
让在场的基层
日前，
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陈高宏
干部们十分
“解渴”
。
受邀为高行镇基层干部作
“城市精细化管
“大咖的讲座，精彩。”高行镇城运中
理的实践与思考”专题报告。
心常务副主任朱乐康说，
“高行镇城运分
“城市管理者面对的问题多且广，城
中心作为新区引领示范单位，
正推动城市
市管理必须细化到每一个末端。换言之， 社会治理从
‘有呼必应’
的被动处置向‘未
对城市
‘末梢’
和
‘边界’
的管理水平，
体现
呼先应’的源头预防转变。通过学习，我
了对城市真正的管理水平。城市精细化
们进一步坚定了与时俱进、提升效率的信
是城市化的前进方向，
是新时代的现实命
心和决心。”
题，
是一流城市的卓越标志。”陈高宏从理
高行镇党委书记张文军表示，
将坚持
解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意义、明确精细化管 “智理高行”思路理念、推进
“城市大脑”迭
理的基本要求、提高精细化管理的综合素
代升级，绣出城市管理的品质、社会治理
质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的品牌，
提升社会治理硬实力。

在校学生每人获赠校服书包
浦东企业援助云南大理地区学校

海关关员在入境旅客携带的棉衣中查获毒品。

□上海海关 供图

交警审理窗口遭遇
“大客流”
警方提示：
处理交通违法可线上自助完成
以“上海交警”App 为例，市民实名注
过本金）。对一年内有 5 起以上道路交通
册并绑定机动车后，点击主页面“信息查
违法逾期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按照有关规
询”，进入“机动车违法信息”页面，查询
定，将相关人员信息纳入本市公共信用信
该车“已处理、未缴款”处罚决定书编号， 息服务平台。
返回主页面，进入“违法缴款”，点击“决
“建议市民在 12123 平台或上海交警
定书缴款”完成后续操作。
“ 需要注意的
App 中 注 册 登 记 并 绑 定 个 人 及 车 辆 信
是，
‘ 上海交警’App 主要处理沪牌、上海
息，这样在收到交通违法通知或发生交
驾照本人本车的交通违法行为，非沪牌、 通 违 法 时 ，就 能 直 接 在 网 上 处 理 及 交
非本人名下车辆涉及记分的交通违法行
款。在注册以前发生的有记分的交通违
为 可 以 登 录 注 册‘ 交 管 12123’完 成 处
法，就只能到交通违法审理窗口接受处
理 。” 杨 利 介 绍 。 另 外 ，新 注 册“ 交 管
理了。”杨利说。本市交通违法审理窗
12123”用户，可以处理以往的不记分交
口受理点地址，可以登录上海交警 App
通违法行为，以及注册日之后发生的记 “网点指南”查询。
分交通违法行为。
有市民担忧无意错过处理时间怎么
“这次行动是上海市交警总队集中开
办？警方表示，市民可以通过“上海交警”
展的针对企业、个人名下存在交通违法逾
App、
“ 交管 12123”App，查询自己的交通
期未处理、逾期未缴纳罚款攻坚治理行
违法行为。
动。”浦东交警支队车宣大队副大队长朱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市民到审理窗口
融雪说。据悉，警方对交通违法处罚决定
处理了违法行为或者通过网上处理了违
送达后当事人超过 15 个日（工作日）仍未
法行为，如果最终未缴纳罚款，该项违法
缴纳罚款的，将按每日 3%加处罚款（不超
处理并未完成，
将导致逾期生成滞纳金。

本报讯 （记者 徐玲）日前，上海市
社会福利企业协会第一分会（浦东新区）
的爱心人士来到云南大理州漾濞县龙潭
乡完小，送上 100 套桌椅和 5 块液晶电子
白板（一体机），还赠送在校学生每人一
套 校 服 、一 个 书 包 ，合 计 资 金 30 万 元 。
孩子们穿上新校服、背上新书包喜迎新
学季。
这是浦东福利企业积极响应新区对
口援助号召，
亲赴云南大理州的一次爱心
教育捐助行动。漾濞县龙潭乡完小是一

所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小学，
得知学校缺
乏课桌、黑板及学生需要校服书包等情况
后，全区福利企业募捐了 30 万元，趁着开
学季送去浦东人民的深情厚谊。协会还
资助 14 名家庭贫困学生每人 3000 元。
浦东有近百家福利企业，
吸收具备劳
动能力的残障人士集中就业，
本身从事的
就是慈善公益事业。浦东新区养老机构
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周庐峰表示，
“福利
企业在谋发展的同时要勇于承担社会责
任，
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社会弱势群体。”

南汇精神卫生中心注重心境障碍专科建设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精神卫生中
心于 2017 年 11 月成立了心境障碍科
特色病区。心境障碍科包括 2 个病
区，其中一病区为男病区，五病区为睡
眠科（开放式病房），病区建设具有流
程布局合理、环境优美、人文及隐私考
虑周全的特色。主要收治各种抑郁障
碍、双相障碍、恶劣心境、焦虑相关障
碍等的精神疾病患者。科室以恢复患
者的社会和职业功能并提高其生活质
量为首要目标与基本任务。
南汇精神卫生中心非常重视医院
的亚专科建设，五年前率先开展心境
障碍专病门诊、专家门诊，近两年在专
科建设负责人姚琳及学科带头人潘丽
红的带领下，进行人才和团队建设，开
展区级科研课题，并获得浦东新区重
点专科建设经费支持，学科建设发展
有规划，人才培养有办法，梯队建设有
思考。心境障碍科 2017 年年门诊量超
3000 人次，
住院人数 77 人次，
出院人数
68 人次；2018 年年门诊量突破 4000 人
次，住院人数 164 人次，出院人数 163

人次；2019 年 1-8 月的门诊量为 2588
人次，
住院人数 125 人次，
出院人数 118
人次。2018-2019 年申请并立项了与
专科建设（心境障碍）方向一致的科研
课题 3 项，
2019 年 5 月开设了儿童青少
年情绪障碍门诊，截止 8 月 31 日共诊
治儿童青少年患者 158 人次。
中心常年承担浦东医院、周浦医
院规培生的临床教学任务，中心的目
标是使包括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等
心境障碍的诊治、康复服务水平达到
国内一流，建立起集医疗、科研、教学、
预防及大众网络服务为一体的大型情
感病诊疗服务平台。

南汇精神卫中心

本报讯 （记者 张敏）本市公安机关
自 9 月 5 日起开展道路交通违法“清零除
患”以来，浦东公安分局交警支队各违法
审理窗口遭遇“大客流”。警方提示，市民
可 以 注 册 下 载“ 上 海 交 警 ”App、
“交管
12123”App 处理自己名下和已备案的他
人名下车辆违法行为。
昨天上午 10 时，记者来到龙东大道
1920 号，这里的交通违法审理窗口已经排
起长龙。民警表示，连日来审理窗口日均
受理量由原先的 400 号上升至约 600 号。
浦东交警支队为保障处理效率，6 个事故
审理窗口全部开放，每次放号 20 人进入
受理大厅，并在大厅外设置了排队等候区
域。即便如此，前来处理交通违法的市民
仍“溢出”了等候区。浦东交警支队事故
审理大队民警杨利介绍，高峰时需要排队
3 小时。
“来到窗口处理交通违法的近 9 成是
个人，其实，他们中绝大多数可以在手机
App 上完成。”杨利说。

上海第六次综合交通调查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