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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人自述
在我看来，推进智慧医疗的信

息化建设，数据共享很重要。上个

月，我去医院看病，在医生建议下，
做了影像检查。一周后，我虽取到检

查报告，但考虑到后续还要去别家
医院就诊，我不得不选择付费把影

像资料打印出来。患者随身携带影

像检查片子就诊是符合传统做法，
但也给患者带来不便。

现在，不少患者是在这家医院

看病，又到另一家医院求诊，由于

影像检查数据不共享，患者只能重
复检查或随身携带影像检查资料。

由此，我建议分步实施医院、养老
院、康复机构之间医学检验和医学

影像检查数据互联、互通、互读、互
认。试点可从三甲医院开始，覆盖

面逐层推进。这样能提高卫生资源

利用率，降低费用，促进医学检查
规范化，还能改善患者就医感受。

目前，上海黄浦江、苏州河的

岸线贯通，已经取得明显成

效，但同时也存在诸多管理不
足。我建议，加快着手“一江一

河”岸线贯通后管理立法的专题
调研，推动“一江一河”两岸公共空

间品质提升，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
感、安全感、幸福感。

达人心愿
今年上海“两会”，市政府工作

报告中指出：上海将以“五大新城”

建设为发力点， 优化市域空间布
局。新的一年，我希望围绕“五大新

城”建设发展，主动开展专题性的
人民建议征集，群策群力，在发挥

专业人员作用同时，也要汲取老百

姓的智慧，把问计于民与顶层设计
相结合，抓住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

等化，建设高水平民生保障的“五
大新城”。

    达人自述
去年，上海市民健康管理“随

申码”一经推出，立刻在疫情防控

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我发现“随
申码”的使用仅限于国内居民，外

籍人士很难申办。
随着全面复工复产，大量外籍

人员进入上海。我们企业部门很多

外籍人士对“随申码”的功能意义
知晓不多，“随申码”也缺乏外籍人

士的基础数据，包括人脸识别、身

份区分、出入境记录等，加之部分

外籍人士不习惯移动支付和微信，
而目前“随申码”的申办主要依靠

手机移动终端。
所以，我提出建议：希望上海

尽快推出面向外籍人士的“随申
码”服务。一是根据联防联控原则，

信息主管部门主动与相关部门对

接，共享出入境信息，迅速建立和
完善外籍人士的基础信息库，加强

信息共享和采集；二是根据外籍人

士习惯，优化相关网站网页建

设，完善网站功能，提升 962288

对外信息服务热线的服务能级，为

他们申办“随申码”提供便捷高效

的服务；三是开展针对性宣传，通
过“随申码”提供多语种宣传，让外

籍人士更好知晓和掌握上海的疫
情防控要求，自觉遵守相关规定。

令人欣喜的是，我的建议很快
得到采纳，市卫健委、市大数据中

心、健康云团队快速落实，在沪的

外籍人士通过注册，很快就享受到
了“随申码”的服务。

达人心愿
上海是一座“海纳百川”的国

际化大都市，希望这座城市的每个
人用“全球眼光”更多地去关注它，

用“全球体验”更多地去感知它，用
“全球智慧”共创更美好的上海。

    达人自述
截至 2019年底，上海户籍人口

60?及以上的老年人达 518.12万，

占总人口的 35.2%，上海也因此成
为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且老龄

化程度最高的城市。近年来，上海出
台了一系列养老服务政策，切实提

高了老年市民及其家庭的获得感、

幸福感。2018年 5月，上海试点设
立了首批社区养老顾问，主要为老

年人提供养老政策咨询，深受银发
一族欢迎，不少社区服务中心门口

甚至排起长队。但现实中，仍有许多
老人因出行不便或不知晓相关信

息，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政策红利。
为了将养老服务政策真正落到

实地，我建议上海在“十四五”期间，
建立家庭养老顾问制度：

首先，改“等待服务”为“主动服

务”，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通

过上门宣讲、远程解答等，将养老政
策及时传递到老年家庭，并可根据老

人实际情况予以细化、指导、帮助；
其次，家庭养老顾问在服务中

既为市民答疑解惑，又可倾听市民
呼声，发现政策短板，进而反馈给政

府部门，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

最后，家庭养老顾问毕竟是个
新岗位，可借鉴参考上海家庭医生

制度的经验和做法，推广总结创新，
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发展。

达人心愿
新的一年， 祝愿所有老人都能

“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
有所乐”，享受“人生最美夕阳红”！我

也会继续努力，通过人民建议征集渠
道， 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共同擘画上海更加美好的明天。

    人民建议是

人民对美好城市
生活的向往与期

待，也是参与城市

治理的有效途径。新
的一年，希望更多人给出“金点

子”，成为落地生根的“金种子”，

结出惠及民生的“金果子”。

新

年

心

愿

    我反映小微

企业银行开户难
的问题，第二天就

被送交相关部门，

得到迅速反馈， 有效

缓解了开户难的问题。 希望新
的一年， 类似的建议能被更多

关注，让企业办事更加便捷。

    发热哨点

诊室事关公共
卫生基础，我的

建议提出不久，

很快得到落实。

期盼新的一年里，人民建议征集

更加着力于百姓关切的难点热

点，更多关注医疗卫生问题。

    2020年我

的关于破解小

区僵尸车的建

议得到落实。 新

的一年， 我希望看

到更多的民智民慧融入城市治
理的“最后一公里”，在共建共享共

治中，共同呵护我们的美丽家园。

    2020年，我

的重振上海老
字号和优化地

铁广告的建议都

得到迅速反馈和
落实。 2021年，希望上海人民建议

征集继续为打响 “上海四大品牌”

服务，为上海老字号发展服务。

    2020 年，

我提议有关疫
情期间医院陪

护制度的建议，

得到相关部门的
迅速反应。 希望新的一年，在“人

人参与”中，汇集更多优秀建议，

助力城市发展。

    我 来 自

江苏，曾就行
政审批省际协

作提出建议，得
到了积极回应，让

我深受感动。 新的一年，我希望
上海的人民建议为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我为公

园音响设备
的噪音管理

提出了建议，引

起了相关部门

的重视。 希望新的一年，继续

关注解决方案， 让公园真正

“适宜休憩”。

    我的建议

已连续八年获
得 “上海市优

秀人民建议 ”，

“人民建议”已成
为我热爱上海的理由。新的一年，

我将继续建言献策， 用自己的努
力，让我爱着的上海更加美好。

    我关注专

门学校， 着眼

新时代专门学校

优化“摊子”布局、

发挥“专门”功能、

助力“特殊”学生。 期冀人民建议

让阳光照耀在每一个孩子身上，

让每一个人都拥有自信的笑容。

一一网网通通办办 好好办办能能办办更更愿愿办办

    达人自述
我供职单位是负责新冠核酸

检测的疾控机构，每天接收数百件

辖区内隔离观察点、重点场所等人
员的新冠核酸样品。去年 9月，我

在工作中发现，核酸检测结果尚未
与上海市健康码信息平台对接，无

法实现核酸检测结果与个人健康

码绑定。存在受检人员领取检测报
告耗时费力、查询不便、信息安全

等问题，也不利于疾控机构快速准
确获取被调查者的核酸检测信息。

因此，我建议尽快实行上海市
新冠核酸检测报告的信息化管理，

将检测信息、最新结果、历史信息

及有效期限共享到“随申码”数据
库中，为受检对象提供安全、快捷

的信息化服务，方便各类场景中的
使用。另一方面，上海市新冠核酸

检测结果与个人“随申码”绑定，

能加快推进全国各省市间健康码
信息的共享、互认，助力复工复产

复学，更好地满足社会生活和经济
发展需求。

核酸检测结果接入“随申码”
的建议很快得到采纳，市卫健委、

市大数据中心、健康云团队快速落

实，合作开发核检结果市民查询服

务。2020年 11月 3日该功能上线
后，受检人员登录“健康云”或“随

申办”即可查询结果，目前查询量
超 1038万次。

达人心愿
希望大家一起为城市发展建

言献策，未来有更多、更好的金点
子落地，更好地提升“一网通办”的

体验度，从“能办”走向“好办”，让
人人都“愿办”。

达人小传

逄增阳

跨跨界界互互动动““老老字字号号””乘乘风风破破浪浪

    达人建议
第一次逛街，我来到素有“中华

第一街”之称的南京路，惊叹于这里

繁华的商业氛围，壮观的城市建筑，
特别是一家家老字号店铺，商品琳

琅满目，充满了海派特色。具有上海
情怀的“上海老字号”引起了我浓厚

的兴趣，因为它是最具文化底蕴的。

从那以后，我的探索之路越走
越宽、越逛越细，愚园路、岳阳路、汾

阳路……每到一处，我必打卡这里
的老店老铺。

在雁荡路上曾有一家门面很小
的“老字号”凉茶店，店主人是一对

老夫妻，精心熬制传统的凉茶和甜
水，每次经过，我都会来这买一杯解

渴的凉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凉
茶店关张了。

我注意到，越来越多的“老字
号”在经营上遇到各种问题：伴随互

联网电商的浪潮，“西服一条街”的

茂名南路门可罗雀；受到网红店的
冲击，沧浪亭等一些老字号餐饮被

迫关店；随着消费者越来越追求健
康的饮食方式，甜度高、热量高的梨

膏糖等也逐渐消失。
因此，我提出建议：推动上海高

校与老字号企业“跨界互动”。“老字

号”有文化、内涵，年轻大学生有新
创意、有新玩法。让大学生全流程参

与“老字号”新产品的设计、研发、营
销、管理，在创新中让“老字号”乘风

破浪，打响“上海品牌”。
达人心愿
上海， 是充满梦想机遇、 能让

“平凡出彩”的地方。新的一年里，希

望我的学术成果可以助力上海 “老
字号”的新发展，让“老字号”继续

“牛气冲天”， 更希望追梦路上的你
和我，一起“牛”转乾坤！

    达人自述
上海是国内无障碍设施建设

比较好的城市，但我独自体验乘坐

无障碍 836 路公交车，仍有点紧
张。虽然成功到达目的地，但遇到

不少困难。公交车停靠不贴近上街
沿，没有打开伸展导板，我坐在轮

椅上向公交车驾驶员求助，但司机

说：“让人帮忙，让人抬。”
既然有轮椅无障碍标识，为何

还要请别人帮忙？我固执地坚持，
婉拒好心乘客的抬扶，终于等来司

机起身打开轮椅导板，但坡度很
陡，最终只能在好心乘客抬扶下上

车。坐在轮椅停靠区域，周围没有
叫停按钮，也不能投币刷卡，只能

请身边乘客转达。下车时，在路人
的惊叹声中，我终于体验到公交车

也有车身“侧跪”功能，伸展导板，

坡度平缓，轮椅下行顺畅了。

这是我偶尔一次公交出行体
验，但如果是天天依赖公交出行的

轮椅朋友们呢，他们是否会放弃？
通过人民建议征集渠道，我提出优

化规范无障碍公交服务建议后，市
道路运输管理局工作人员回复我：

为规范车辆无障碍设施操作，久事

公交已规范驾驶员要求，询问乘客
目的地后，启动车辆“侧跪”功能，在

中门处手动打开轮椅导板至上街沿
平面，协助乘客上下车。今后还将进

一步规范无障碍公交车停靠，进一
步提高公交无障碍服务水平。

达人心愿
希望所有人能在包容的环境

下伸展自我， 期待在上海街头、学
校、 职场看到更多轮椅朋友的身

影，希望轮椅出行更顺畅更无忧。

轮轮椅椅出出行行 更更加加顺顺畅畅更更无无忧忧

达人小传     徐汇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职业卫生科科长，

从事疾控工作 20多年。 2020年 9月，提交《关于尽快
将新冠核酸检测结果纳入随申码信息平台的建议》。许 东

    华东理工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在读研究生。在上海求学
的 5年里，每个周末和室友“轧马路”，让他彻底爱上了上
海，爱上了“上海老字号”。经常利用周末时间，用脚步丈
量上海的街巷里弄，特别关注老字号品牌的发展。 在导
师指导下，研究课题聚焦“上海老字号”品牌的创新。

五五大大新新城城 高高水水平平民民生生保保障障

达人小传

汤啸天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 曾提出“推动‘一江一河’两
岸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建议。 目前，又提出“为方便
市民就医，实施医院、养老院、康复机构之间医学检
验和医学影像检查项目互联、互通、互读、互认”

和“‘五大新城’建设高水平民生保障”等建议。

达人小传

乌明欣

全全球球智智慧慧 共共创创更更美美好好上上海海
    任职于“日本王子制纸”。 2018年始，他与“人民
建议”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起初的“懵懂起步”，到之后
的“信任摸索”，直到如今的“信赖熟悉”。 他提出了
“关于加快向来沪外籍人士推出‘随申码’服务”

等建议。

赵红程

    互联网工作者，轮椅人士。 作为一名“哔哩哔哩”

的 UP主， 她通过 6期城市无障碍设施视频， 关注城
市地铁、公交车等无障碍出行。 提出了“让无障碍公
交车信息查询更便捷， 让无障碍公交服务流程更
规范，让无障碍硬件设施物尽其用”的建议。

养养老老服服务务 打打通通““最最后后一一公公里里””

达人小传

罗克平

    曾任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宣传部副部长，现
为松江区新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理论宣讲员。 2013

年、2019年所提建议先后两次获得 “上海市优秀人
民建议”，他提出的“关于建立上海老专家智库”的
建议，更被写进了“上海‘十四五’规划纲要”。

许 东

逄增阳

乌明欣

汤啸天 赵红程

罗克平

上海 人人民民建建议议 征集人人人民民民城城城市市市人人人民民民建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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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倩倩 陆志清 赵文穗 倪晓茹 张 贝 曹轶伦 卢小峰 过培琪 虞国伟 于东航

新年新春，怀揣着幸福、憧憬着美好，“建议
达人”们想说的话有很多———

慧从民来，惠及民生。喜欢上海的理由：
是她的速度，更是她的温度。
� 春天来了，播撒希望。惟愿更多的“金点子”

化作“金种子”，让人人收获“金果子”。
新春心语、新春心愿，属于达人，属于你我，

属于我们共同爱着的这座城……

达人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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