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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 为全面构建“五个新

城”综合交通体系，一批重大工程

昨天集中开工。市委副书记、市长

龚正宣布开工。副市长汤志平、张

为出席。仪式上，机场联络线申昆

路停车场工程项目、13 号线西延伸

工程项目负责人通过视频连线汇

报开工准备情况。

此次共有 17 个项目集中开

工，包含 1 条市域线（嘉闵线）、5

条城市轨道交通（2 号线西延伸、

13 号线西延伸、17 号线西延伸、18

号线二期、3/4 号线改造）、市域线

申昆路停车场、市域线虹桥枢纽、

洋山港水公铁集疏运系统和 8 条

新城内道路。此外，市、区交通主管

部门将继续加快建设 44 个项目，

前期储备 56个项目。

这些重大工程项目对支撑新城

发展和带动社会投资、促进长三角

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服务虹桥国

际开放枢纽建设、完善城市内部交

通系统、提升交通服务能级都具有

重要意义，也标志着上海把新城打

造成“长三角城市网络中的综合性

节点城市”迈出重要一步。今后，

“五个新城”将形成“30、45、60”

出行目标的综合交通体系基本框

架，即 30 分钟实现内部通勤及联

系周边中心镇，45 分钟到达近沪城

市、中心城和相邻新城，60 分钟衔

接国际级枢纽。

晨报讯 市委书记李强昨天围

绕贯彻落实十一届市委十一次全会

精神，赴部分艺术展馆、文化机构、

文艺院团实地调研文化建设相关工

作。李强指出，文化软实力是城市软

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

话和在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

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十一届

市委十一次全会部署，把厚植城市

精神、彰显城市品格贯穿于提升文

化建设品位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在

做强“码头”、激活“源头”、勇立

“潮头”中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着力塑造城市软实力的神韵魅力，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

义国际文化大都市。

地处小陆家嘴滨江核心区的

浦东美术馆历时近四年规划建设，

正在进行运行前的压力测试，将于

不久后正式对公众开放，“光：泰特

美术馆珍藏展”等四大重磅启幕展

览将共同奉上一场国际艺术盛宴。

李强实地了解浦东美术馆整体设

计理念和建设情况，察看策展布展

工作，与运营团队及参展艺术家亲

切交流，认真听取他们对于美术馆

功能定位、艺术展示、公众美育以

及国际交流的意见建议。李强指

出，一座城市最有味道、最具魅力

的就是其文化。要坚持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打造更高水

准的文化地标，深化国际文化艺术

交流，吸引更多世界优秀艺术作品

在这里首展亮相，为上海构筑更具

国际影响力的文化高地作出积极贡

献。

位于上海中心大厦 52 层的朵

云书院上海中心旗舰店以“山水 ·

秘境”为设计理念，在 2200 多平方

米的空间里，山型书架布局疏朗有

致，一步一景、移步换景。李强察看

了初心书房等相关功能区域，听取

整体设计理念及出版展示、商业运

营、文化活动情况介绍。李强指出，

要围绕主责主业，做强特色优势，努

力打造一批有竞争力的出版文化品

牌，培育集聚一批体现中国特色、中

国风格、中国气派和时代特征、上海

气息的作者作品，更好彰显城市精

神和城市品格。

近年来创作出《永不消逝的电

波》《朱鹮》等广受好评舞剧作品

的上海歌舞团正在加快推进原创精

品驻场演出步伐。李强来到上海歌

舞团，了解历年作品创作和演出情

况，走进排练厅观看舞剧排练，与朱

洁静等青年舞蹈演员互动交流，深

入了解一线文艺工作者对于人才培

养、艺术创作、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体

会想法。李强指出，要着眼提升文化

原创力和标识度，把握红色文化、海

派文化、江南文化的精髓要义，聚焦

时代命题和重大主题，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推出更多反映时代、观照当

下、直抵人心、展现美好的上海原创

精品佳作，为城市软实力的全面提

升贡献更大力量。

市领导翁祖亮、周慧琳、诸葛宇

杰参加相关调研。

晨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

正昨天调研城市数字化转型工作

时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在浦东

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上重要

讲话精神，按照市委部署要求，以

经济数字化形成新供给，以生活数

字化满足新需求，以治理数字化营

造新环境，强化技术突破、应用牵

引、底座支撑、数轻赋能、制度保

障，为推动城市整体迈向数字时代

作出更大贡献。

坐落在嘉定区的市 “一网统

管”市域物联网运营中心，定位于

城市治理的技术与数轻赋能中心，

旨在提供从数字基座到应用场景

建设的整体解决方案。下午，龚正

一行来到中心，分别察看物联感知

平台、数联赋能平台、智联服务平

台，了解供水安全、环卫监管等领

域的应用场景。龚正指出，全市

“一网统管”建设已经到了出标准

的阶段，要整体谋划布局，分步推

进实施，避免重复建设。同时，充分

发挥上海海量数轻和应用场景丰

富的优势，努力构建科学化、精细

化、智能化的超大城市“数治”新

范式。

随后，市领导来到南翔镇东社

区的“我嘉 ·邻里中心”，察看生活、

治理数字化转型情况。龚正指出，

人民群众的感受度是衡量数字化转

型成效的重要标准。要加快基层社

会治理数字化转型，探索建立更优

质的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增强群众

获得感和满意度。

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清参加调

研。

晨报记者 陈里予

上午 7点半，张阿姨来到新华

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进门测温、刷

脸、取餐，她很快就从自动早餐机

得到了一份营养餐。 餐后，张阿姨

去健康小屋做了一次身体检测，并

做了一次认知症自测筛查。 10点，

她的手机闹铃响起，提醒她预约的

烘培课程即将开始。 中午就餐，张

阿姨刷脸实现了餐费支付。

新华路街道 60 岁以上老人

2.2 万人，如何分层分类，精准地

把握老年人的个性化、 多元化需

求，增加养老服务供给？ 新华医院

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在全市率先全

面升级改造成数字化生活-智慧

养老体验馆， 并通过智慧养老平

台辐射街道内老人， 为加速打造

“人文化、智能化、专业化”养老未

来社区给出了最智慧的方案。

上海市民政局透露， 一座城

市宏大的软实力从一个个微观的

细节中“流淌”出来。 未来综合为

老服务中心将逐步营造智慧场

景，推动数字赋能，深入构建人民

城市幸福养老生活圈。

新华街道高龄老人近 5000

名，独居老人1300多名，在快节

奏、高强度的现代社会，如何确保老

人安全，是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

傍晚，老李在卫生间养生泡

脚，一边看着手机，不知不觉已经

过了半个小时，卫生间的孝智通

发出了报警，提醒老人，但这时老

人发现脚麻了，根本站不起来，正

着急时，护工已经在敲门来帮助

他了。

昨天，记者在番禺路上的新

华街道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内 4 楼

看到，这里为老人提供喘息式房

间的卫生间内都装上了相关报警

器。如果有老人摔倒的情况，报警

器就立即会发出一级警报到护理

人员的手机上以及楼层的总监控

台上。如果老人在 30分钟内还在

卫生间里，报警器会发出二级警

报，提供护理人员去关注老人。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安装孝智通跌

倒等异常报警设备可以精准判断

老人状态，今年年初安装以后已

经几次发挥了作用，不过幸好老

人们都安然无事。未来还将逐步

在社区高龄独居老人家庭中安

装。

孝智通跌倒等异常报警设备

还会与智能床垫的对接，对老人

的身体健康情况，日常生活习惯

形成了日报，为老人的健康安全

助力。同时，在为老服务中心，还

安装了重点人员防走失系统、智

慧视频监控等设备，确保老人的

人身安全。

不同情况的老人未来都可以

在这个智慧平台上享受到智慧生

活。

80多岁的王老伯前阵子中风

了，最近住进了为老服务中心。不

过，他惊喜地发现，中风后半瘫痪

的不便将来也会改变。晚上，在床

上看了会儿书，睡觉前，轻轻一声

“关灯”，房间灯光关闭。清晨起

床，老人轻轻一声“打开窗帘”，窗

帘打开，阳光射入，手机上已经收

到了前一天晚上的睡眠情况。

李阿姨在网上收看社区学校

的课程、有声图书馆听书。随着一

阵铃声提醒，李阿姨展示手机中

自己一天的养老生活，去参加各

种预约活动，以及地图定位，享受

便捷的 15分钟生活圈。

安全防护、照护服务、健康服

务、情感关爱等四大类、十二个智

慧养老场景，建成了实现养老“一

网统揽、一站统筹、一屏养老、一

键到位、一馆可享”。在智慧养老

场景的帮助下，不管是健康的低

龄老人，还是高龄瘫痪老人都可

以改变现有的生活。

特别是在认知症照护方面，

综合为老中心既能通过人脸识别

监控系统加强防走失管理，又引

入认知症健康自测一体机，为老

人提供宣传、自测、干预、照护等

一整套智能服务，进一步优化“前

期宣导—早期筛查—社区预防—

家庭支持—专业干预—入住机

构”的工作闭环。

轻悉，新华街道利用智慧化

集成平台，为老人提供自动化的

政策咨询、政策匹配、风采展示、

老年交往、互动式认知症网上自

测及干预策略推送服务，让晚年

生活充实有趣、不再孤独。结合 15

分钟美好生活圈建设规划，开发

制作了线上老年生活地图，轻轻

一点，可自动查询为老服务场馆、

活动，线上预约、自动导航，让幸

福生活触手可及。

针对老人在就医、打车、政策

咨询、紧急救援等突出需求，与第

三方专业公司合作营造“一键预

约挂号”“一键订车出行”“一键

政策咨询”“一键紧急救援”等重

点场景，老年人只要在“一键通”

设备、“惠老通”小程序上轻轻一

按，就可以得到服务响应。

上海市长宁区新华路街道党

工委书记章维透露，通过一个管

理枢纽，实现养老资源的一站统

筹，通过一个服务链接，实现老年

人一屏养老，通过“一键通”智能

设备，实现精准服务一键到位，

“上海新时代养老的智慧，生成在

场景里，映射在细节中，一个危险

报警，解决居家安防，一场活动预

约，丰富老年时光，一张智能地

图，规划美好生活，一个随手公

益，提升积极老龄。数字孪生助

力，场景社区支撑，让幸福养老，

一切皆有可能！”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指出，

将进一步在托养、医养、康养、体

养、文养、智养等方面下功夫，营

造智慧场景，推动智慧应用，强化

智慧体验，让数字生活更好的融

入老年群体，不断为“大城养老”

发展提供新经验、新范本。

李强调研浦东美术馆、朵云书院和上海歌舞团

着力塑造城市软实力神韵魅力

加快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

一批重大工程集中开工

营造智慧场景，推动数字赋能，为城市软实力加码

智慧场景社区
支撑幸福养老

“一键订餐”让养老

生活更加便捷

/晨报记者 陈里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