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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城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高效处置一件事”

“两张网”激发城市治理新效能
    2400 多万常住人口，13 亿平方

米城市总建筑量，270 多万户市场主

体， 600 多万辆机动车，24 万多台电

梯……时至今日， 一座超大城市的治理，

单靠拼人力，已远远不够。 如何综合运用现

代化科技手段，推动城市治理由人力密集型向

人机交互型转变，由经验判断型向数据分析型

转变，由被动处置型向主动发现型转变？

去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

强调，要抓一些“牛鼻子”工作，抓好“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坚持从群众

需求和城市治理突出问题出发，把分散式信息

系统整合起来，做到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

用、群众感到受用。

昨天，上海召开全市“一网通办”“一网统

管”工作推进大会。通过管理模式创新、行政方

式重塑、体制机制变革，在更大范围、更宽领

域、更深层次推动城市治理的全方位变革。

“一屏观天下，一网
管全城”迈向 2.0版

    锁晓东表示，下一阶段，城市运行将

探索在中台建设、应用基础、生态体系、

相关流程和管理创新上发力。

如何加强城运中台建设？ 就是要推

动城运中台成为城运系统的应用枢纽、

指挥平台和赋能载体； 打造城市运行生

命体征指标体系；构建城市运行“一网统

管”综合展示屏和移动端应用。

上周六，一个覆盖全市、涉及当下疫

情防控的相关应用模块启用， 这个应用

从开发到上线并稳定使用， 仅用 4 天时

间。“基于‘一网统管’所构建起的开放协

同大平台， 有能力的信息化企业可以根

据实际需求来快速开发各类实战应用。”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城市管理处副处

长王明强昨天透露。

在此次抗疫工作中， 类似应用层出

不穷。比如市卫生健康委依托“上海健康

云”App平台与市城市运行中心“一网统

管”平台实时交互，构建起“来沪人员健

康动态观察系统”，截至 4月 11 日，该系

统共计登记 946.86 万余人。 下一步，市

卫生健康委还将积极推进构建“公共卫

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系统”。

这样的应用生态不断向城市治理的

各个领域延伸。比如，市气象局正重点强

化健康气象、城市网格化管理、交通和建

筑工地等 4 个场景的气象服务技术、产

品和机制，推进与预警发布系统对接，向

用户智能推送的气象服务产品除了强天

气预警信息， 还有强天气带来的影响信

息， 同时提升灾害监测数据回溯分析和

灾害风险早期识别能力， 供政府决策和

城市运行管理部门即插即用。 又比如电

力公司，可采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根据用户户号、保修地址、坐标数据综合

运用历史派工匹配、网格化定位等算法，

实现抢修工单自动排发至各责任单位。

上海市公安局也将与相关部门合力推进

IDPS 系统（城市道路交通智能管理系

统）建设，全力破解超大城市出行难。

线下管理需求引领线上智能化系统

建设，线上信息流、数据流倒逼线下业务

流程全面优化和管理创新，“一网统管”

正让城市更聪明、更智慧，也在引发更多

变革。 首席记者 潘高峰

“一网通办”迈向“一网好办”

    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期， 通过

各种交通方式来沪的人员， 都需在上海

“健康云”APP上自助填报和登记。 但很

多外来人员对上海不熟悉， 一旦填报发

生错误，又要及时找到这个人，怎么办？

这样的事真实地发生过。 上海市卫

健委信息化管理处副处长冯骏昨天告

诉记者，当电话打不通、地址出错，以

前处理这类事情要耗费大量人力和时

间。 但通过“一网统管”平台的大数据

筛选分析功能，仅仅 3 次滚动排摸，自

动完善信息， 这个人的真实信息就被

补全，人也迅速找到，为防疫工作争取

了时间。

类似案例不断发生。锁晓东说，作为

“一网统管”的基本载体，上海城运系统

充分利用智慧公安建设成果和大数据、

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

已整合接入公共安全、绿化市容、住建、

交通、应急、生态环境、卫生健康、气象、

水、电、气等领域 22家单位 33个专题应

用，深化联勤联动，围绕城市动态、环境、

交通、保障供应、基础设施 5个维度直观

反映城市运行的宏观态势，为跨部门、跨

系统的联勤联动增效赋能，初步实现“一

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

上周日，傍晚时分，一场大雨突如其

来。 霎时间狂风大作，电闪雷鸣。 而在此

之前，今年上海首个雷电、大风的“双黄”

预警已经出现在上海市民的手机上。

历经一年探索建成的“一网统管”

1.0版平台上，有一张实时更新的防汛中

央地图， 实时采集全市 157个水位监测

点、550 个雨量监测点和 26 个气象采集

点的数据信息，共享了公安、建交等部门

近 1000 个点的视频监视信息等系统数

据。1418个排水泵站，近 2.8万公里地下

排水管网，736 个疏散点，64 个易积水

点，1.4 万个小区，100 多个防汛队伍和

车辆，都被连接成网。

上海市水务局信息中心主任黄士力

告诉记者，往年汛期，因为道路积水导致

交通不畅，泵车受堵，等到了现场水已退

去的情况时有发生。 如今，通过“一网统

管”的大数据分析，泵车不仅能提前布置

在易积水地区，还可以通过 GPS 定位系

统远程指挥，通过最优路线进行调度。

“我们还将积水监测数据通过‘一网

统管’ 平台， 实时推送给公安、 路政部

门。 ”黄士力说，近 500个立交桥下行路

段都有水文监测端口，一有积水，立刻推

送至交警采取封路等应急措施。

    一座城市的治理，有宏观，也有微观。 前者集中体现城市的发展目标，后者则真

实反映城市的治理水平。 如何让治理的触角延伸得更长？ 探索得更密？ 在系统化、

智能化的赋能下，更多城市微观治理主体拥有了强健的“大脑”。

昨天，上海市城运中心处长锁晓东告诉记者，在初步实现“一屏观天下、一网管

全城”的基础上，今年上海有望启动“一网统管”三年行动计划，实现“治理要素一张

图、互联互通一张网、数据汇聚一个湖、城市大脑一朵云、城运系统一平台、移动应

用一门户”，聚焦城市管理难点堵点，应用智能化分析和预警预测手段，发力培育智

慧应用生态体系。

    将 4 张申请表融合成1 张申请表，提交材料从 31 份减少到 12 份，跑动次数从 6 次

减少到只跑 1 次，将 3 次现场核查改为 1 次联合审查，办理时间从 58 个工作日缩减到 10

个工作日……

“一网通办”让“开饭店”这件事“进一网、能通办”。 而在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副主任朱俊

伟看来，这还远远不够，“今年，我们将继续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对业务部门的流程进行革

命性再造，目标是实现‘一件事一次办’。 ”

1.0版 增效赋能联勤联动

2.0版 探索更多应用生态

“攻坚提升年”目标明确

2018 年是上海“一网通办”的创建

年，去年是攻坚年，今年是攻坚提升年。

“我们主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是从政府供

给侧来讲， 业务流程再造和数据整合共

享等方面需继续攻坚， 二是从需求侧企

业群众获得感来讲， 要进一步提升使用

度和便利度， 更大力度地减材料、 减环

节、减时间、减跑路次数。 ”朱俊伟说。

据介绍，“攻坚提升年” 的主要目标

是实行“两个免于提交”、推动“两转变”，

提升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两个免于提

交” 是指，“凡是本市政府部门核发的材

料，原则上一律免于提交；凡是能够提供

电子证照的， 原则上一律不再提交实体

证照”，新增 100项“零材料”事项。“两转

变”是指，从“侧重行政权力事项”向“行

政权力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并重”转变，

从“能办”向“好办”转变。

为此，“一网通办” 将重点采取三方

面举措： 一是对一批企业和群众关注的

“一件事”业务流程再造，全年新增接入

500 项公共服务事项， 新增 100 项个人

事项实现“全市通办”；二是深化数据互

联共享，着力推动信息系统上云“应迁尽

迁”、信息系统和业务专网“应并尽并”、

公共数据“应归尽归”；三是深化线上线

下融合，优化服务体验。线上升级改版一

网通办服务， 线下推行综合窗口， 推动

“一网办、一窗办、一次办”，逐步让群众

和企业到政府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

“一件事一次办”提升获得感

针对企业和群众关注的“一件事”进行业务

流程再造，“一网通办”今年提出实现“一件事一

次办”。“第一批清单已经出来了，我们将继续推

进 14 件事，如企业纳税缴费一件事、创新创业

一件事，公民出生一件事、医疗付费一件事。 ”

朱俊伟表示，这些事都是跨部门、跨层级、跨区

域“三跨”的事，也是企业、群众关心的痛点难

点，“我们将对‘三跨’的办事流程进行系统性重

构，将职能部门办理的‘单个事’集成服务企业和

群众的‘一件事’，进一步提升企业、群众的获得

感和满意度。 ”

电子证照是推动“一网通办”改革的重要抓

手。 据介绍，电子证照目前已归集 345 类高频证

照，总数突破 9256 万张，电子证照调用量已突破

1.2亿次，日均调用量 30多万次。

今年，“一网通办” 将深化电子证照归集，新

增归集不少于 500 类电子证照，持续丰富电子证

照种类， 进一步扩大电子证照的应用场景授权，

做到“凡是能够提供电子证照的，原则上一律不

再提交实体证照”。 同时，拓展长三角地区各类电

子证照应用场景，推动电子证照长三角区域广泛

应用，提升企业跨区域办事的便利度。

为复工复产提供有力支撑

疫情期间，“一网通办”的新冠肺炎防控专栏

累计访问量突破 2.54亿次，其中移动端访问量占

比 99%。 上线“企业复工人员网上登记（报备）”系

统、“解除医学管理措施查询”服务，为全市防控

和复工复产起到了助力推动作用。

2 月 17 日“随申码·健康”上线以来，累计使

用次数超 3 亿次，累计用码人数超 1336 万人，日

访问量峰值达到 1000万次。 在街道社区、在园区

企业、1500家线下政务服务大厅，全面启用“随申

码·健康”服务，同时，积极推动“随申码·健康”和

相关省市健康码的互认核验， 目前已和江苏、浙

江、安徽、四川等 11个省份开展数据对接。 今后，

“随申码”还会陆续推出更多数据、应用服务，成

为上海市民的随身身份标识和服务助手。

上海依托“一网通办”平台优势，充分发挥

“企业服务云”的作用，上线“助企战‘疫’专栏”、

“沪 28 条”惠企政策专区，围绕企业疫情防控、复

工复产等迫切需求，重点在人员防控、健康管理、

就业用工、 普惠金融等方面提供一站式政策服

务、一门式诉求服务、一网式专业服务。 疫情防控

期间，访问量达 940 万人次，累计处理企业诉求

4.5万个。 首席记者 方翔

■ “一网通办”让个人办事更方便、快速，单位办事更高效、可

预期，用户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切实提升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