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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继成

7月 18日上午 8点 52分，北蔡镇的网

格监督员在莲安东路近莲溪路附近发现非

机动车停放不规范，有的直接横在了非机

动车道上，影响通行。监督员立即在最近

的门牌号码上扫描二维码，上传相关信息

和图片，形成工单，负责处置的城管街面巡

查员手机上同时收到相关信息，立即前往

现场处置。系统显示，当天上午 8点 58分

处置完毕。

这是北蔡镇“智能码”一码通用智能化

应用系统处理众多案例中的一个。据悉，

北蔡镇是新区首个使用“智能码”一码通用

智能化应用系统的街镇。截至今年 6 月

底，北蔡镇“智能码”一码通用智能化应用

已实现全覆盖运行，涉及45个居委联勤联

动站辖区的30条路段，商铺1800多家。应

用场景包括了市容管理、安全管理和营商

服务3大类、13个小项、36个子项。同时设

立了商户（点位）三级分级管理专项。不同

的事项有不同的处置要求，其中非机动车

乱停放则需在15分钟内处置完成。

据了解，“智能码”一码通用智能化应

用是由原先垃圾分类智能化管理中的“一

码专用”拓展而来，去年 11月开始率先在

北蔡镇 3条路段试点上线。此后，在试点

的基础上，北蔡镇对系统进行持续优化补

充，增加重点点位监管和商户分级管理模

块，完成考核报表系统建设，对运行情况

产生的各类数据进行梳理统计和绩效分

析。

作为对诸如非机动车乱停放、跨门经

营、电瓶车违规充电等城市管理中经常出

现的问题进行治理的创新探索，北蔡镇的

“智能码”一码通用智能化应用系统，以街

面、商户管理的突出问题为切入口，通过

扫一扫“二维码”，即可实现对各类城市管

理问题从扫码发现到闭环处置的全流程

智能化管理，还能对系统内工作人员的工

作轨迹、绩效的全过程进行监管。同时，

系统内每一个子项都有精细的操作规范

和标准，为对商户、人员的监管、考核提供

了大量的应用数据，提升了精细化管理水

平。

北蔡镇“智能码”一码通用有“项目简

练”“流程简捷”“操作简单”的特点，从发

现、处置、服务和日常考核四个方面入手，

更加注重过程监督和精细化提升。同时，

该系统有机整合各职能部门专职人员、网

格监督员、城管街面巡查人员、商户、物业、

志愿者等，组建成专职和辅助综合管理队

伍，推进街面治理“共建、共治、共享”，解决

了商铺多、人手少、跨部门等管理中的难点

问题，有效形成了城市治理的多方合力。

据悉，“智能码”一码通用智能化应用系统

使用后，人员并没有增加，但实现了全覆盖

无盲区管理。

北蔡镇智能码“一码通用”智能化应用

系统建设，是城市管理智能化建设的一次

尝试和创新。北蔡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一

码通用”智能化管理系统是智能化、精细化

和大数据应用的智慧集成，通过深化场景

应用，破解政府智能化建设进程中的一系

列瓶颈问题，探索了创新城市智慧管理的

新途径，实现了智能化和精细化的双融

合。将来系统功能将进一步拓展，还会将

空间管理、共享单车管理等内容纳入其中，

实现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和城市治理领域

有效衔接。

■本报记者 严静雯

“沈大妈，这是您的药。您看看一共

三种，脑心通胶囊，硝苯地平片，降糖舒胶

囊……”7月 19日下午，航头镇鹤沙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杨浩枫冒着酷暑

来到汇康锦苑居民区，上门给签约居民分

发所配药品。

“杨医生每周一都会过来。”居民金明

初介绍。周一上午，杨浩枫在汇康锦苑居

民区定期巡诊，然后将需要送药的居民病

历卡统一带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帮忙挂

号、开药、取药，再把药品送回来。

据了解，这样的“送药上门”并不是杨

浩枫的个人行为。鹤沙社区卫生中心有3
支全科医生团队，按照网格划分，每周定

时进居村开展巡诊，为居村民提供送医送

药服务。

航头镇鹤沙航城是浦东四个大型居

住社区之一，目前居住人口超过 10万人，

其中老年人占比高达 43%，老年居民、腿

脚不便的居民迫切希望医生能来到“家门

口”，为大家提供近距离的医疗健康服务。

为了满足老百姓的需求，2018 年 4
月，航头镇启动了“家门口”健康服务“五

个一”工程，鹤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鹤

沙航城社区、下沙社区联手，通过区域化

结对共建的模式，推进“家门口”健康服务

体系建设，为社区居民提供精准、便捷、专

业、高效的健康服务。

健康服务“五个一”工程主要包括：签

一份健康协议，开一堂健康讲座，做一次

健康检测，送一份健康服务，设一个健康

自管沙龙。航头鹤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主任熊翔凤介绍：“‘五个一’工程延伸了

家庭医生‘1+1+1’签约制的服务范畴，让

2.5万名签约居民拥有‘医生朋友’，享受

全方位健康医疗服务。我们先后建立了8
个百人微信群，实时回答居民各类健康咨

询。同时，我们与周浦医院、曙光医院、龙

华医院等医疗机构合作，进一步完善医联

体建设和双向转诊机制，让百姓寻医问诊

获享更多‘绿色通道’。”

4年来，随着健康服务“五个一”工程

的深入推进，一份份温馨而贴心的“健康

大礼包”派送给了居民：为行动不便签约

居民、失独老人及精神患者提供“宅急送”

送医送药服务；近 2.2万人次享受老年人

免费体检、长护险、疾病筛查等“家门口”

服务；建立 25个糖尿病、高血压健康自管

沙龙；定期开展健康教育巡讲，传播健康

生活方式。在疫苗接种期间，中心还开展

“医声话苗”系列讲座，惠及人群 1.2万人

次。

本报讯（记者 沈馨艺）“小朋友们，

如果有陌生人无缘无故请你吃跳跳糖，记

住千万不能吃，因为有可能这是一种新型

毒品……”昨天，一场青少年法制与科普

教育活动在川沙新镇华夏社区举行，吸引

了孩子和家长参加。

这是川沙新镇“护苗 2021”专项行动

系列活动之一，旨在帮助青少年辨识有害

物品和信息，树立正确价值观，共同营造

让孩子健康成长的氛围与环境。

在科普课堂上，浦东新区新格科普

服务中心展示了病毒、鸦片、大麻等 20多

种毒品样品，介绍毒品的危害，教育青少

年远离毒品。“通过观察、触摸，能让孩子

们进一步了解毒品。”中心理事长张严俊

说。

此外，活动还通过“禁毒阳光绿色小

苗苗”活动，引导亲子家庭通过共同制作

多肉植物微景观，寓意营造绿色和谐的世

界，在青少年心中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

活动现场，“科学魔方”项目也吸引了

不少目光。该项目通过微缩的科学展项，

用趣味的方式，让青少年体验游历上海科

技馆的感觉，学习了解神秘现象背后的科

学原理，养成科学的辨识思维，远离伪科

学和迷信。

川沙新镇平安办工作人员唐冰鑫介

绍，为了让青少年法治教育更加生动，平

安办特意引入了科普项目，以寓教于乐的

方式提升孩子们的辨识能力。“后续，我们

将在更多居民区开展这项专项行动，并把

行动送入学校，带动更多孩子提高警惕

性。”

本报讯（记者 章磊）“现在是暑假，

我们不上课，就跟大家一起开开心心聊一

聊曹路民间故事……”昨天，市级非遗项

目“曹路民间故事”传承人曹刚强来到金

海文化艺术中心小剧场，与在场的孩子们

聊了起来。

这是曹路非遗传承培训班开班仪式

上的一个环节。昨天，“曹路民间故事”青

苗助长计划启动，通过开设培训班等，为

这个市级非遗项目的传承挖掘培养更多

的年轻接班人。

2019年，“曹路民间故事”正式列入上

海市级非遗保护项目。截至目前，曹路镇

已举办了十届曹路故事节，涌现了如朱国

钦、杨秀微、顾子尧等一批不同年龄段的

故事员。

为了进一步打造“曹路民间故事”文

化品牌，曹路镇开展了各种探索。青苗助

长计划，正是其中的成果之一，借助新生

代力量，以老传青、青传幼的方式，面向全

镇中小学生招募故事爱好者，定向培育一

支年轻的创作、演讲队伍，让“曹路民间故

事”进一步活起来、传下去。

开班仪式上，曹路镇专门邀请上海社

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毕旭玲讲述“中

华创世神话”，曹刚强给孩子们讲了曹路

民间故事的渊源，让这些小小故事爱好者

对故事这种文化形式有更多的了解。

“看到这么多的孩子参加青苗助长培

训，觉得很欣慰，曹路民间故事后继有

人。”曹刚强说。

培训班还准备了丰富的实践活动，让

本土故事家带着孩子们一起阅读故事、分

享讲故事的技巧，还将共同创作接地气的

故事，让“青苗”们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打

磨中成长。

即将读初二的顾子尧是曹路镇小有

名气的“故事家”，参与过多次曹路故事比

赛。“这次培训班是很好的锻炼机会，让我

跟着大师们不断提升自己，并且学习如何

创作故事。”她告诉记者。

据悉，在培训班中表现出色的优秀学

员，还将作为“曹路故事青苗宣讲团”成员，参

与基层宣讲活动，将身边的好人好事、展现

社会经济发展的曹路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本报讯（记者 黄静）昨天，2021 年

浦东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爱传递”主题

活动来到潍坊街道一百杉杉户外职工驿

站，开展夏季慰问暨潍坊新村街道“大道

潍坊·爱传递”活动。

爱心企业向辖区的物业维修人员、

外卖快递小哥等户外职工代表赠送了时

令关爱物品。潍坊新村街道总工会发出

倡议，号召浦东各街镇总工会，以实际行

动参与户外职工服务，为户外职工筑起

一张服务网、架起一把关爱伞、撑起一方

安稳天地。活动还邀请潍坊新村街道片

区民警，为户外职工开展了一场安全讲

座，让户外职工深入了解户外工作中的

潜在安全隐患，学习更多在工作中保护

人身安全、保证高效工作的技巧。

“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是 2018-
2020年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以环卫工、

快递员、协管员、送餐员、出租车司机、物

流驾驶员、交警辅警等户外职工为主要

服务对象，重点解决好户外职工工作时

的饮水供给、避暑取暖、餐食加热、手机

充电、休息如厕等实际问题，同时集合区

域特性和行业特点，发挥优势，提供各类

户外职工欢迎的其他服务。

截至目前，浦东共有市级户外职工

爱心接力站 157 家、区级户外职工驿站

52 家。经过 3 年多的迭代与升级，户外

职工爱心接力站已经成了户外职工工作

休闲的重要场所之一，这里集合了党群

服务和各界关爱，集成了多种服务功

能。区职工援助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

在浦东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爱传递”活

动的基础上，将继续同浦东各街镇总工

会合作，不断深化服务内涵、扩大发展外

延。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近日，在建

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浦东校区门口一

个蓝白相间的集装箱小屋格外显眼，这

是中建八局项目部的“户外劳动者综合

服务站”，填补了周边“爱心驿站”的空

缺。

走进“爱心驿站”，冷气扑面而来，饮

水机、空调、微波炉、桌椅、雨伞、应急小

药箱、茶叶和纸杯等一应俱全，小小的驿

站不仅整洁凉爽，还充满着温馨与爱

意。在此服务的中建八局项目部的志愿

者介绍说，服务站还配备了血压测量仪，

可以为户外工作者免费测血压。

“平时工作累了，只能在马路边上歇

一会儿，尤其夏天，经常热得汗流浃背。

现在可以到这里来避避暑，真是太好

了。”在此歇息的一位道路保洁员表示，

爱心驿站的设立切实帮助他们解决了工

作上的实际困难。

据悉，这个“爱心驿站”全天候开放，

晚上 7时至 10时有志愿者服务。中建八

局上海公司项目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天

气炎热，现场施工人员可以在工友村内

休息，但周边却缺少供户外劳动者休息

的地方，为此，项目部结合实际情况，整

合资源，为广大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饮

水、热饭、充电等服务，希望能有效解决

户外劳动者“热可纳凉、渴可喝水、冷可

取暖、急可如厕、累可歇脚”的现实需求，

打通服务户外劳动者的“最后一公里”，

让他们从身体到心灵都感受到“家”的温

暖。

北蔡镇全覆盖运行一码通用智能化应用系统

城市管理实现智能化和精细化双融合

践行“家门口”健康服务承诺

航头全科医生送药上门

川沙“护苗2021”行动进社区

法治教育结合科普提升孩子辨识能力

“曹路民间故事”青苗助长计划启动

为户外工作者撑起一方安稳天地

“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延续爱心

交大医学院项目部“爱心驿站”启用
全天候开放 让户外职工感受家的温暖

社区学生通过观察、触摸，了解毒品危害。 □本报记者 沈馨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