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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余项服务事项“指尖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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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成为服装设
呵 计师。
”
这是一个身患白血
护 病的 7岁的孩子的心愿；
每 “我想要一个霸王龙拼装
玩具。”
身患先天性单纯红
一 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林林
年仅 4岁；
“ 我想见奥特
个 曼。”6岁的欢欢因为电
孩 击伤而导致重残……9月
8日，上海愿望成真慈善
子 基金会 （以下简称：基金
会） 在一座有着传统海派
纯 特色的沃弗空间举行了其
真 一周年庆。基金会的许愿
的 家庭以及许愿儿童来共度
大家的第一个愿望日。
心 现场，空降的“奥特
愿 曼”实现了小奥迷与英雄
偶像见面的愿望。这不仅

机动车 6年免检、车管预约、
出入境查询、结婚预约……一个手

项个人数据，
不仅方便用户查阅，
而
且可以在“我的数据”、
“我的服务”

数据都实现自动传递，预约办理无
需重复填写信息；线下办事时纸质

询、
结婚预约等市民关注度高、使用

机 APP就能畅享所有城市服务，让
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今日，东方网

中配置个人感兴趣的服务事项，当
信息发生变化时会主动通知提醒。

文件扫描存档复印等步骤，也都将
被电子化数据取代。

频繁的事项，提供预约、预审、进度
查询、
快递寄送等多层级服务。

记者从上海市大数据中心了解到，
依托“市民云”
APP，
“一网通办”移
动端已于 9月 1日上线试运行。

同时，创新电子证照服务也是
“一网通办”新移动端贴心服务的一

并在此基础上，对医疗等热门

拓展线上线下联动优
化"一站式$的主题服务

示。
“我们的企业伙伴们无私并且及
时的响应。”
基金会的秘书长朱洁感
慨。来到现场的 501军团、
光头强
和熊大熊二、
奥特曼等 I
P人物所在
的公司等都是其中的代表。
据悉，上海愿望成真慈善基
金会是中国大陆地区无偿帮助罹
患重病儿童和青少年实现心中愿
望的公益组织，从去年 9月 8日
到今年 9月 8日，基金会已经为
近 30位许愿儿童实现了愿望，目
前还有近 60位许愿儿童正在他
们的愿望旅程中，在不久的将来
也将一一实现愿望。记者 沈怡筠

服务主题进行梳理，通过整合跨部
门数据，按主题分类，按手机适配，

项。为照顾到许多“马大哈”市民办
事忘带证件的情况，
“我”栏目中特

“目前已对接 16个区行政服

设“我的卡包”，实现以后无需出示

务中心和 220个街镇社区事务受

下载好“市民云”APP，输入身
份证完成信息实名验证后，APP下
方便会出现“一网通办”、
“我”
“社
、
区服务”三个栏目。据上海大数据中
心主任朱宗尧介绍，
“我”栏目是“一
网通办”移动端的一大特色，为每个

身份证、驾驶证等实体证件，在手机
上
“扫一扫”就可办事。
目前，电子卡包中已纳入电子
身份证、社保卡、交通卡、读者证、
驾
驶证、志愿者、行驶证、献血证、
企业
营业执照 9类证照，部分用证服务
已实现关联。例如，读者证关联
“市

理服务中心，汇聚各区、各街道的服
务，
实现办事预约全覆盖。”
上海大
数据中心主任朱宗尧表示，9月底
前，移动端 APP还将首批接入 40
项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事项的办
理功能，下一步将对接线下 1400
家服务机构，拓展和延伸移动端的

“要让办完政府服务事项跟淘宝加
购物车一样便捷”。
目前，
“一网通办”移动端注册
用户已超过 925万。据悉，接下来
将围绕个人和法人全生命周期，持
续优化服务，
实现更多服务的“掌上
办”
“指尖办”，预计年底前将纳入
、

市民建立了个人专属的“数据中
心”。
该栏目整合了社保、医保、公积
金、健康档案、信用报告、税单等 23

民阅读”服务后，就可以在市图书馆
和各区图书馆借书并线上续借。未
来，上海有望结合电子亮证功能，
全
面普及证照电子化：线上所有信息

功能应用。
截至 9月 1日，
“ 一网通办”移
动端 App已集中汇聚市政府各委
办局共 200余项服务事项，包括机

400项服务事项，并基于大数据分
析，提供精准化、智能化、主动式服
务。

以"我$为 中 心 实 现 电
子证照%扫一扫$办事

中五居民区两年加装 8 部电梯

位于武夷路 727弄、709弄的
中五居民区，建于上世纪 90年代。
和其他老小区一样，
没有电梯，不少
下楼困难的老人成了“悬空老人”。
可短短两年，小区安装了 2部电
梯，还有 4部电梯立项，很多想要

居民动过卖房子的念头。2015年，
从美国回来居住的李祥玉看到这一
情况，萌生装电梯的想法。当年 9
月，
21号楼启动加装电梯程序。
“我
们成立加装电梯三人小组，分别负
责财务、群众发动和技术。”

“没有样板，材料都要自己写。
后来到房管局立项，他们看了材料，
也挺佩服的，觉得我们的工作做得
很扎实。”工程师出身的李祥玉还根
据上楼梯的势能和高度，写了费用
分摊协议。

卖房子的居民改变了主意。
老公房增设电梯困难重重，
要面
对居民利益调处困境、
立项审批操作
困境及增设电梯工程市场乱象等问

征询意见的过程如同一场攻心
战。一户居民抱怨：
“我们这户型是长
条状，
厨房在中间，
本来采光就差，
电

2016年 7月，21号楼的电梯
建成启用。整个小区沸腾了——
—原
来准备卖房子换电梯房的居民不卖
了，因为下楼方便了。

题。周家桥街道这个居民区加装电梯
之路走得相对顺畅，
是怎么做到的？

心齐，
很快做通了这户人家的工作。
后续立项审批更磨人。光网上
报件这一环节，包括建筑建材业、规
划局等好几个网站，这个阶段涉及

21号楼安装电梯成功，
大家争相
参观，
很快 709弄 1号楼也要尝试。

七家单位并联审批，每家单位都要
把规划局的资料送过去，一共 40
多个图章，业委会那边大概也有一
两百个图章要敲。

“21号 楼 有 李 祥 玉 这 样 的 能
人，我们怎么办呢？”在周家桥街道
社区自治办的指导下，居委会黄书
记牵头，升级加装电梯三人小组，

自发成立三人小组
中五居民区共有 49个门栋，
最先“破冰”的是 727弄 21号楼。
这个不带电梯的七层楼居住了
四五十人，老年人占六成以上。不少

等服务，方便市民随时随地使用。

摘编自东方网

1号楼加装电梯工作很快打开
局面，但也遇到与 21号楼不同的

“悬空老人”
不用卖房了

梯一装更黑了。”
李祥玉说，
好在大家

提供全市预约挂号、健康档案查询

“悦居中五”加装电梯自治联盟成
立，李祥玉等成了专业指导。

让小粉丝们收获了快乐，也在他
们心里埋下了充满力量的种子，
激励着他们要勇敢面对病魔。
“愿望的力量往往能超出人们
的想象。怀揣着愿望的孩子都在与
病魔的抗争中能表现出更强烈的意
志。”基金会理事长黄德利先生表

动车 6年免检、
车管预约、
出入境查

难题。个别楼层的居民有顾虑：
“原
来我们是最贵的楼层，装了电梯后，
五楼、
六楼房价涨得最快，三楼没优
势了。”老旧小区楼间距相对不足，
1号楼位于中五居民区最前排，后
排楼居民担心采光和通风受影响。
自治联盟常聚到居委会商量对策，
慢慢地让持反对意见的居民改变了
主意。
好不容易通过审批，又遇到水
电煤移位难题。因为施工中涉及电

自治联盟专业指导
路调整，水电煤相关工程公司狮子
大开口，开价 15万元。自治联盟到
处寻找收费低的公司，最终将价格
砍到 1.
5万元。
去年 5月，中五居民区第二部
电梯建成启用，给老公房加装电梯
增加了不少信心。 摘编自解放日报

挑男人就要像挑车，
启辰 D60了解一下
最近于妈的《延禧攻略》，真是火到没朋

要相信，群众永远比恋爱中昏头昏脑的

友，发起糖来的手笔更是丧心病狂，年轻的妹
子还有可能被撩倒，但是让老阿姨说起来，这

你更清醒。但凡有口皆碑的好男人，你尽管去
追根究底，质量总归过硬。比如这台启辰

以，
靠谱是最重要的。单这一条，就保证实力，
保证人品，保证用心。

是不存在的。俗话说，挑男人就要像挑车，真
正的好男人堪比好车，都要经得起理智的拷

D60，在最新的 C-NCAP碰撞测试中，以 56.
8的高分获得五星评定。不仅压过了不少老

其次，好男人要有能够懂你的内涵。好比
你找车，最终都要落到实打实的驾驶体验，看

问。

牌明星车型，如果扒开细项来看，无论是来自
正面、偏置、侧面、耐久的考验，都没有显示出

看是不是能人车合一。比如这台 D60，按照车
主们的反馈，动力三大件正是他们笃定挑中

言控制，系统就能实时在线更新路况，调整规

置疑的安全感。好比你挑车，
最首要的也应该
是安全感，就该去听听群众的声音，查一查每
个车的投诉销量比，你会发现今年上半年排
名第一的，
始终都是启辰 D60。一季度的成绩
是万分之一，二季度的成绩是万分之 2.
5，这
个数字意味着每一万个车主里，最多只有两

短板。
“靠谱”这件事，在人在车，是有共性的：
对你足够上心的人，不会让你惶惶不安，他会
替你去万无一失，代你去小心翼翼，把你宠成
一个 200斤的傻子。好比启辰，
在安全气囊和
ESP之外，还采用了源自日产的 ZoneBody

的最大原因。
它在动力上同样汲取了日产之所长，搭
载了全新日产 HR16发动机，匹配 XTRONI
C
CVT无级变速器，
同时还实现 5.
2L/百公里的
油耗，
平顺持久。底盘采用了前麦弗逊后扭力
梁的悬挂组合，在日产的调校下，能忠实地还

划路线；而下车后系统更会自动转为步行导
航，指引你走过最后一公里的迷茫。此外，还
有包括手机远程操控、智能安防、
4GWi
f
i
、在
线娱乐等等其他功能。同款的好男人，就应该
如此，他不见得会轰轰烈烈，但细看起来比谁
都可能多一些优点。

个半的人曾抱怨过 D60上有什么问题。而正
常来说，一辆普通紧凑车型的投诉比，要到万
分之二十几。真实的使用情况，足以描摹出
D60的含金量：
高于行业平均值十倍的水平。

车身，用日产 85年汽车制造的底蕴去保障你
的安全。同时它在材料上也是精耕细作，不惜
成本，大量使用了高强度材料对抗变形再加
成，包括从整个 B型前后防撞梁加上 1.
29米

原出 NVH水平。
而在源自日产的底色之上，启辰还灵活
地引入了智能互联系统。最实用的莫过于语
音交互和全时导航，你在行驶中，只需通过语

最后，好男人绝对要懂得花钱。好比你买
车，像启辰 D60这样既靠谱又有内涵，还特
别懂你，售价只需七万到十一万的高质价比
好车，遇到了就赶紧拿下，还不用剁手呢！

摆在头一条，就是要能给得起让你毋庸

超长防护区域，全都是 980Mpa高强钢。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