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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市民群众
通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理的
政务服务事项，大部分需要向户籍
所在地街镇提出申请。但上海地域

节 假 日 为 8时 30分 至 11时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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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人口多，全市有 500多万“人户
市文明办、
市志愿者协会、
上海社科院社
会学研究所和
市统计局社情
民意调查中心
日前联合发布
的 《2017年 上
海志愿服务发
展情况调研》结
果显示，上海实
名认证志愿者
注册率不断攀
升 ， 截 至 2017
年，志愿者注册
率 达 14.
98% ；
而信用鼓励的
激励机制最受
志愿者青睐。
调研发 现 ，
从上海实名认
证志愿者的注
册 率 来 看 ，自
2009年 起 ，每
年不断递增，截
至 2017年 ，注
册 率 已 达 14.
98% ， 比 2016
年 上 升 4.
21个
百分点。志愿服务精神越来
越得到人们认同。
从志愿者参与的服务活
动类别来看，排在前三位的
是社区服务、城市运行和绿
色环保，选择比例分别为
54.
3% 、34.
8% 和 30.
3% 。
当被问及“最希望接受的志
愿服务活动”时，排在前三位
的是医疗卫生、社区服务和
应急救援，希望接受的比例
分 别 为 27.
5% 、23.
9% 和
11.
4%。
广大志愿者表示，参加
志愿服务活动的首要目的是
“帮助有需要的人”，超过九
成志愿者对志愿服务活动感
到满意，有 95.
2%的志愿者
表示会继续参与服务。
当被问及“提高志愿者
服务积极性最有效的激励机
制”时，排在首位的是将“志
愿服务时间计入社会信用体
系即信用鼓励”，选择比例为
40.
7%。由此可见，志愿者最
青睐的仍然是信用鼓励的激
励机制。据悉，根据上年度
《上海志愿服务发展报告》建
议，在市文明办和市征信办
指导下，市志愿者协会与市
信息中心合作，自去年 6月
起，志愿服务纳入信用体系
进行正向激励，首批符合条
件的 128万条实名认证注册
志愿者信息已导入信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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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下午由各受理中心自行安排。

下一步将推动网上办事
161个率先实现全市通办事项
的办理标准完全统一，
但分为
“直接
受理”和“收受分离”两种方式，
“直

分离”人口，其中将近一半是跨区

接受理”事项 135个，
“收受分离”

“人户分离”，
办事不得不往返奔波、
费时费力，很多市民希望早日实现

事项 26个。
直接受理指的是相关事项的申

全市通办，各级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请、审核和办理都在同一社区事务

也多次呼吁全市通办。
目前，本市共有 220个社区事
务受理服务中心和 67个分中心，
汇集了公安、民政、人社、卫计、住
建、
粮食、
工会、残联、
档案、
经信、住
房公积金共 11个部门的 174个事
项，每年受理服务量超过 1000万

受理服务中心完成；而收受分离是
指居民群众提交申请后，受理过程
拆分到两个受理中心进行，通过两
个中心的协同合作，完成申请、
审核
和办理。直接受理与收受分离仅仅
是内部工作流程上的差异，对居民
群众办事几乎没有影响。

人次。
为回应居民群众就近办事的普
遍需求，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
里”，在市政府统筹下，有关职能部
门主动跨前、
紧密协作，
推动了全市
通办举措的落地。
市民政局负责人表示，
3月份
开始，这些事项中的 161项将率先

为配合实施民生事项全市通
办，各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的服

郊区的受理中心可能比中心城区的
受理中心早些开始接待、早些结束
服务；以前受理中心在法定节假日
不受理业务。实施全市通办后，它们
将真正实现 365天为民服务不间

通过收受分离的方式落实全市
通办，是把方便留给群众，把麻烦留
给相关职能部门和社区事务受理服
务中心的便民之举。
据悉，下一步政府部门将坚持
“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效果导向”
，
完善工作流程、
强化技术保障，
在全
面实现全市通办的基础上，根据全

实现全市通办。全市通办事项采取
清单化管理并动态调整，由市民政
局统一向社会公布。7月起市公安
部门管辖的居住证办理和来沪人员
信息登记两大类 11个事项也将纳

务时间也作了调整统一，全年 365
天都为民服务。
过去，基于城乡差异和居民结
构不同，不同地区社区事务受理服
务中心的服务时间有所差异，比如

断，
周末、法定节假日以及工作日中
午时段都提供服务。
今后，全市所有受理中心统一
的服务时间是：周一至周五为 8时
30分至 16时 30分；
双休日和国定

图 +,

入全市通办范围。

(*! 天不间断为民服务

市统一部署，努力推动“网上办事”。
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推进政府为民
服务进一步走入群众，让居民群众
办事更方便、更快捷。
摘编自解放日报

静安区进行城市智能精细化试点
未来 !" 万感知设备将 #$ 小时监测提供服务
盖被开启就会发出警报，长期
卧床的老人发生异常后台也会自动
报警。近日，记者从静安区政府获

中的“民生热点、政府痛点、管理难
点”问题，将以数据汇聚和共享为途
径，构建起 1张整合的城市管理

建设模式。
临汾路街道
“社区大脑”
通过大
数据分析的手段，对人、户、房三大

有老龄化程度高的特点，
“ 社区大
脑”为纯老家庭推出了老人照护五
件套：智能床脚垫、门磁、烟雾感应

悉，目前，静安区在涉及社区安全、

“数据湖”网络，面向“交通”、
“ 健康

要素进行分析。将人打上标签，
形成

器、燃气感应器、
红外感应器。通过

养老照护、智能体检、食品快检等
15个类别安装传感器，进行城市智
能化精细化建设的试点。
上海大数据应用创新工程项目
-大数据与城市精细化管理（静安）
项目被国家发改委评为
“国家发改委 2018年数字经

医疗”、
“健康食安”
、
“ 环保”、
“ 城市
公共设施”5大领域形成服务民生
热点的大数据创新应用。同时基于
城市多维数据的汇聚，对现有网格
中心进行升级，构建起 1个具有城
市数据综合运营、大数据分析挖掘
和预测预警能力的城市智能运营管

各种人群，针对各种人群提供相应
的服务，把被动的服务转变为主动
服务。再通过感知网的应用，在各种
场景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比如纯
老家庭安装照护五件套、一体式体
检设备、二次供水管理、居民用电安
全管理等服务，全方位提升民生服

对纯老家庭的生活习惯的机器学
习，监测日常生理健康数据，
24小
时保障生活环境的安全，并建立一
整套事件对应机制，协同老人的监
护人、楼组的结对伙伴、社区的志愿
者组成一整套主动服务机制。
未来，50万感知设备将 24小

济试点重大工程”即
“151”项目。据

理中心，即“城市大脑”CI
I
MC，最终

务质量。

时监测数据，实时监控异常情况的

悉，
“151”项目面向上海城市管理

形成“1+5+1”的大数据与城市管理

上周二，
在北蔡镇鹏海一居
“家
门口”
服务站议事厅里，
居民区党总
支、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四方代表
围坐一圈，大家就近期居民集中反

举例来说，针对临汾路街道具

北蔡鹏海一居特色服务显成效

“周周碰”
解小区管理难题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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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项目。每周一至周五的工作时间，
很
多退休在家的社区老年人都会赶到服
务站，
参加健康自我管理小组、
党员读
报议事会、我型我秀才艺展示秀等各

映的 18号线建设影响小区居民出
入问题，出谋划策，寻找解决方案。

台，鹏海西区安装监控探头、修路拓
车位，莲杨苑小区安装监控探头、
破

楼道评选、优秀楼道创建为抓手开
展的一项“1+1+X”居民自治特色

类主题活动。而每次活动，
都有专业的
志愿者负责对接居民。健康自我管理

鹏海一居在“家门口”服务站运
作中，
注重特色和效果。
“四位一体
周周碰”就是特色工作之一。
每逢周二，鹏海一居的党总支、
居委会、业委会、
物业都会在议事厅
碰头，把一周内收集到的小区共性

损围栏维修更换，
莲杨苑南门安装人
车分流进出闸道口，
德铭苑和德圣苑
电梯安全整顿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家门口”服务站服务共有 4个小区
2600余户居民，
鹏海一居依托
“家门
口”服务站这一平台整合社区资源，

项目。居委通过定期举办以废旧自
行车换大米，物业、居委、志愿者每
月联合整治，居民认领绿色植被等
形式，将疏、
堵、
导有效结合，
居委以
楼道为单位，在动员居民自觉清理
楼道堆物的基础上，由居委统一购

小组有专门的退休医务志愿者帮助社
区老人量血压，
做简单的健康咨询；
党
员读报议事会有退休老教师事先准备
好近期的时事政治信息等。
“鹏友会”每天的活动也由固定
的社区志愿者负责值班、管理。很多

问题、居民反映的意见建议等在四
方会议上进行商讨、
落实，做到小区
问题不出小区。
通过鹏一“家门口”周周碰平

动员各类人员参与社区自治。
“绿意满鹏海”是鹏海一居“家
门口”服务站结合组团式服务，
以倡
导做文明居民为切入点，通过绿色

买绿色植物，印制文明宣传标语，营
造一个“白、
洁、
亮”的绿色楼道。
为提高参加小区居民的满足感、
归属感，
鹏海一居推出了
“鹏友会”
活

项目获得了大家的认可。“鹏友会”
成为居民和居民之间、居民和居委
之间、党员和群众之间进行良好沟
摘编自浦东时报
通的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