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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荣思嘉

9 月 27 日，上海市公安局联合
市大数据中心、市房屋管理局，在前
期试运行的基础上正式推出 “居住
证办理一件事”便民措施，只要材料
齐全、符合要求，居民办理居住证相
关事项可以“一次办、零跑动”，不受
时空限制、不用来回奔波，切实体验
到智能化、精准化、便捷化的政务服
务。

“居住证办理一件事” 已经在
“一网通办”平台移动端（“随申办”
APP、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
正式上线，居民使用手机进入相应
程序模块后， 即可办理居住登记、
新办居住证、 变更居住登记地址、
挂失解挂居住证、住房租赁合同网
签备案等业务，同时可以查询办理
进度、线下办理点，查看电子证照、
拍摄居住证照片，了解政策解读及
办理指南。 居住证办理成功后，可
选择快递送证上门或自行前往网

点领取。 和以往办理居住证相比，
现在的 “居住证办理一件事 ”模块
更加便捷了。

以往，线上办理公安部门主管
的“居住证”业务和房屋管理部门
主管的“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
业务，需要登录不同界面，也无法查
询办理进度。现在，“居住证办理一
件事”提供了统一入口，可以跨部

门办理与居住证相关事项，并提供
办理进度查询、线下办理点查询、政
策解读、智能问答等扩展服务。
以往，居住在近亲属自购或租

赁住房的境内来沪人员，申办“居
住登记”或《上海市居住证》时，需
要到户籍所在地开具“近亲属关系
证明”。现在，实行亲属关系“承诺
制”，即线下申请时，申请人按格式
填写并提交“亲属关系承诺书”即
可；网上申请时，由系统自动生成电
子“亲属关系承诺书”，申请人按要
求填报信息并签名确认即可，减少
居民跑动次数。

据介绍，近亲属包括配偶、父
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申请人
需如实申报，如虚假申报将面临处
罚。

以往，网上办理居住登记、居住
证业务时，需要将全部申办材料
（个人证件照、身份证、房产证或租
赁合同登记备案等）自行上传，容
易因漏传、图片不清晰等导致办理
失败。
现在，“居住证办理一件事”加

大了信息调用共享力度，对系统已
采集个人证件照的，自动复用，无需
申请人再次上传；对申请人已有
“房地产权证明、租赁合同登记备
案通知书”等住所证明电子证照
的，系统优先共享使用，无需重复提
交；对通过人脸识别验证身份信息

的，申请人无需上传身份证。
以往，居民在网上办理居住登

记需要 2 个工作日才能办结，而生
成电子证照至少需要 3 个工作日，
《上海市居住证》的电子证照则要
在实体证件制发后 30 个工作日才
能生成。现在，依托“一网通办”平
台AI 智能服务，优化审核流程，1
个工作日即可制发 《居住登记凭
证》电子证照，并可以下载打印，而
《上海市居住证》在审核通过之日
即可生成电子证照。

以往，部分居民容易忘记“居
住登记”期满时间和《上海市居住
证》签注有效期限等重要时间节
点，进而错过申领居住证和办理居
住证签注的有效时间。现在，“居住
证办理一件事”对居民目前业务办
理的所属阶段与办理进度（如审核
情况、制证情况、物流派送信息等）
予以精准提醒，对居民容易忽略的
重要时间节点主动进行 “办证提
醒”和“签注提醒”。
下一步，上海市公安局将在全

面推广“居住证办理一件事”的基
础上，继续优化完善操作界面和流
程，不断提升市民使用满意度。同
时，持续回应市民的新期待新要求，
陆续推出“长三角区域首次申领居
民身份证跨省通办”等便民利民新
举措，进一步深化“一网通办”，不
断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据介绍，“食安封签”刚推出
的时候，出现“没得用、不想用、
不会用”等诸多问题。市市场监
管局坚持及时跟进，了解外卖餐
饮商户关于“食安封签”的使用
情况，针对问题逐一研究解决方
案。

3 年来，坚持开展“食安封
签”公益培训，鼓励外卖单位自
觉使用“食安封签”，积极引导消
费者选购使用“食安封签”的外
卖食品。现在，越来越多的商家，
在“食安封签”中融入了品牌的
元素，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展
示给消费者。
比如花悦庭就在封签上打上

了自家“LOGO”，并使用了标志
性的Tiffany 蓝，视觉效果“很舒
服”。花悦庭负责人表示，新冠疫
情出现后，许多餐饮企业越加仰
仗外卖业务，这就使得提高外卖
服务质量显得尤为重要。虽然增
加了一些成本，但却能在消费者
中换得“好口碑”，很值。其他如
小南国、食其家、麦当劳、肯德基、
蔡先生、谷田稻香、潮记等许多商
家均设计了丰富多彩的“食安封
签”，上面或印有提示消费者监
督好“食安封签”的语句，或印上
自家的宣传语、公众号二维码，抑
或介绍某种特色餐品及食用方
法，甚至还有画上漫画的……
此外，一些商业综合体要求

入驻商户在外卖服务中使用“食
安封签”，将其作为提升商场品
质的一个抓手。“食安封签”人人
参与、人人监督、共享共治的良性
循环正在逐步建立。

市市场监管局自 2019 年 8
月起，以“食安封签”的完整性避
免食品在配送过程中可能受到的
污染为切入点，通过机制完善、技
术创新和多方共治来规范外卖配
送服务，用“小封签”守护外卖食
品安全。

目前，全市范围内“外卖餐
厅 100%使用‘食安封签’的示
范商圈或街区”共 146 个；全市
“所有门店 100%使用‘食安封
签’的总部公司”共 20家。

3年来，“食安封签”不断升
级。

最先推出的 1.0 版封签由一
次性不干胶印刷而成，贴合后封
签拆开即损坏。2.0 版封签使用
热敏贴技术，将收银小票和封签
合二为一，当场打印而成，一张单
子既涵盖了外卖信息，又具备了
“食安封签”的粘贴功能，省去商
户额外购买“食安封签”的资本
成本。3.0 版封签是可循环使用
的智能电子封签，采用物联网
IOT 技术与移动互联网结合而
成的智能食品电子封签，为客户
提供外卖安全的同时，可有效的
查询到封签时的封闭解封地理位
置和时间。
3个版本，商户可以根据自

身情况，自行选择。从目前情况来
看，商户自主定制的“食安封签”
多为 1.0 版本，据骑手反映，若打
包时没有粘牢，遇到下雨天送单
高峰时可能出现松开脱落的情
况，而 3.0 版电子封签能够很好
地解决这一问题。

在“食安封签”升级的过程
中，制度构建也紧跟而上。
2020 年，上海市市场监管局

发布了全国首个专门规范“食安
封签”的规范性文件《上海市餐
饮外卖食品封签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解决了什么是“食安
封签”、如何使用“食安封签”、
如何管理“食安封签”等问题。推
出地方标准《一次性食品安全封
签管理技术规范》，明确了一次
性“食安封签”的具体技术要求，
成为《办法》的配套技术规范。同
时，推出的《关于倡导本市餐饮
外卖规范使用食品安全封签的指
南》，明确了不同情形下纠纷各
方举证责任分配和有关证据效力
认定，目的是通过规则的制定和
实施，避免纠纷发生或快速处理
纠纷，发挥封签定分止争作用，形
成鼓励使用封签的导向。
“食安封签”从无到有，从

1.0 版到 3.0 版，走到现在“政府
引导、部门推动、企业自律、社会
共治”的模式，“一餐一封签”的
理念正在逐渐形成。接下来，市市
场监管局将继续鼓励全市外卖餐
厅使用“食安封签”，力争 2021
年年底 160 个以上的示范商圈
的外卖餐厅 100%使用“食安封
签”，30 个以上的总部公司在所
有门店 100%使用“食安封签”。

记者 唐 玮

晨报讯 2021 滴水湖产业投
资者大会昨天在临港新片区举办，
吸引了近 60 家知名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机构参加，18 家基金现场签
约，总资金规模超过 587亿元。

活动上，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与
诚通混改、中建资本、建银国际、中
银投资本、中航产融、太保资本、国
家电投产业基金、海通开元投资、
人保上海科创基金、高济投资等进
行战略合作签约，增强临港新片区
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的融合能力。

此外，浦东新区金融工作局和临港
新片区管委会金融贸易处签署合
作备忘录，旨在加快落实引领区意
见和新片区总体方案各项金融政
策。
同时，一批重点产业投资基金

签约落地新片区，临港新片区道禾
资产配置基金、上海人工智能基金、
临港新片区智兆三期基金、电投穗
禾基金、清华交银基金、融和九智基
金、武岳峰三期基金、盛迎映展股权
投资基金、海望集成电路基金、工物
观睿基金、生命蓝湾基金等成功落
地临港新片区，助推临港新片区先

进制造业集群发展。
此外，临港新片区积极发挥金

融开放创新优势，吸引了一批外资
基金入驻。临港城投公司与凯辉
（上海）中法并购基金、临港资管园
区与遨问创投基金、临港新片区公
司与东久新宜项目和毅峰资本项
目、临港奉贤公司与新加坡捷元项
目也在现场进行签约。

在此次滴水湖产业投资者大
会上，行业专家、知名投资人围绕
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航
空航天等 4 个热点主题展开了积
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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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食安封签”
投放超 7000万张
晨报记者 徐妍斐

昨天，“推广食安封签，守护外卖安全”———2021 年“食安
封签”宣传推广活动在浦东举行。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 9
月，投放“食安封签”数量（不包括商户自行投放的封签）达到
7540 余万张；2021 年年底， 力争 160 个以上的示范商圈的外
卖餐厅 100%使用“食安封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