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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出租
后宅厂房2-6楼各420平13806792470
北苑厂房 6000 平 13516928905
北苑一楼 2300 平独门独院 13600592822

义西出租
上溪厂房1-2楼2440平13705796879

城西一楼 580 平 13516928360

转让
工人北路 二 间 店 位 置 好 13906895372

义北出租
大 陈 厂 舍 8500 ㎡ 13306792611

版 面 中 的 房 产 面 积

均 为 建 筑 面 积

稠江厂楼上 1200 平 15825797073

北苑厂房 1000 平出租 13566979758

后宅四楼厂房 1030 平 15857977986

城店路厂房4300平可分租1360689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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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使用次数超12亿次、累计
使用人数超3400万人……今年2月
份正式上线以来，上海市大数据中
心开发的本地版健康码“随申码”逐
步融入市民生活。“随申码”所依托
的上海“一网通办”系统，也即将迎
来总门户上线两周年, 其提供的

“网购式”政务服务已成为超大型城
市精细化治理的闪亮名片。

诞生：高新园区里的“高
辛”团队

9 月 30 日，今年国庆假期前的
最后一个工作日。晚上 10 点，位于
上海市北高新园区的一家软件公
司程序员小张趴在窗台上一眼望
去，“不出所料，大数据中心 7 楼依
然灯火通明，跟我们互联网公司的
工作节奏不相上下，大家都是‘高
辛’团队。”

其实，从今年2月中旬开始，这
样的工作已成为常态。上海市大数
据中心数据资源部部长储昭武介
绍，在接到“随申码”开发任务后，全
体员工迅速投入抗疫第一线，“与时
间赛跑”，在很短时间内完成架构设
计、近亿条原始数据清洗比对，以及
2000 多万个“随申码”的颜色“计
算”工作。这样的开发速度，不输一
些互联网“大厂”。

2 月 17 日，“随申码”在“随申
办”客户端、微信及支付宝小程序
同步推出。截至 9 月中旬，累计用
码 12 亿多次，累计用码人数 3400
万多人。

“随申码”的推出，还与长三角
的一体化防控形成了有力呼应。早
上在江苏、下午在浙江、晚上回上海
继续召开专题攻坚会，这是上海市
大数据中心应用开发部工程师贝文
馨的行动轨迹。“长三角健康码互认
涉及多个部门，协调起来难度很大，
但我们都觉得十分必要。”

目前，长三角区域的健康码已
累计交换数据量4075万条，日均交
换21万条，为三省一市的健康码共
享互认奠定了数据基础。

进化：看病乘车都能刷，
不只是一个“健康码”

诞生于非常时期的“随申码”，
从未停止自己的进化步伐。

适用群体不断扩大：3月1日，
可以支持港澳台人士、外籍人士获
取“随申码”，目前已有相关用户逾
23万人；3月15日，上线“随申码”企
业版，目前已有3700多家机构和企
业申请；4月3日，“亲属随申码”推
出，给学校复课带来极大便利……

使用范围不断扩展：近日，在上

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38岁的上海市
民芦女士用“随申码”实现了挂号就
医。“这是我第三次在医院使用‘随申
码’，用起来很顺手，再也不用担心忘
带或丢失医保卡。如果带孩子看病，凭
借‘亲属随申码’也能就医。”

看病时当医保卡、乘公交时当公
交卡、去游泳时当“健康证”……如今，
依托“一网通办”和大数据赋能，“随申
码”已经渗透到居民衣食住行的方方
面面，在多个领域创新公共服务方式。

上海市大数据中心主任朱宗尧
说，目前“随申码”每秒最高可支持
8000 人同时访问。“留了很高的访问
余量，之后可以支持更多新的便民
应用。”

根据规划，未来“随申码”还有更
多应用空间：在社会治理领域，上海探
索将“随申码”应用到小区管理、治安
管理、人口普查等；在交通城建领域，
对有条件的停车场试点“随申码”停车
付费……上海万达信息副总裁王兆进
说，随着大量的生活场景能用上“随申
码”，“一码通城”加速走进现实。

攻坚：从“能办”到“好办”，
从“好办”到“愿办”

“让企业和群众到政府办事像‘网
购’一样方便”，2018 年，诞生不久的
上海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提出了这样

的目标。两年下来，从“能办”到“好
办”，从“好办”到“愿办”，“一网通办”
正在持续攻坚提升。

扫一扫码，就能调用各种信息，
这背后是“随申码”与电子证照库的
融合贯通。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应用
开发部副部长陈祺介绍，截至今年 9
月底，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已新增 777
类电子证照的归集工作，归集总量
超过 1 亿张，调用总量超过 2 亿次。
调用量排在前列的电子证照包括

“机动车驾驶证”“居民身份证”和
“机动车行驶证”等。

线上的便捷操作，往往需要持续
的迭代更新。“几个月前，家人因为一
个小小的技术漏洞，不能通过‘随申
办’亮出电子证照，就讲‘一网通办’不
行，这对我触动非常大。”上海市大数
据中心工作人员刘辰昀说，很多项目
组成员，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一网通
办”的金字招牌。

上海市委市政府表示，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两张网”的最终落脚点是“用”。上
海要坚持法治引领，加强制度供给，
让“两张网”在安全轨道上更有力地
牵引城市治理现代化、支撑城市数字
化转型。

新华社上海10月16日电
新华社记者 何欣荣 胡洁菲

一个码、数百证照、千万人口
——上海“随申码”走向“一码通城”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刘
文昕 安蓓）国家发展改革委 16 日
发布《中国营商环境报告2020》。这
是我国营商环境评价领域首部国
家报告，将促进各方交流互鉴，推
广典型经验做法，以更好营商环境
积极应对风险挑战，助力经济高质
量发展。

在当日召开的全国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推进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

副主任林念修说，目前，中国营商环
境评价已实现对31个省（区、市）全
覆盖，全国累计已有98个城市参与
中国营商环境评价。各参评城市聚
焦市场主体反映集中的流程繁、时
间长、材料多、收费高等突出问题，
对标国内国际先进水平，开展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

报告系统梳理了 2019 年我国
优化营商环境的成效与亮点和

2020年前景展望，汇聚了参评城市一
大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人民群众满
意、市场主体支持的改革举措和典型
经验。

记者了解到，2018 年，国家发展
改革委组织在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22 个城市开展了两批次营商环境试
评价；2019 年，在直辖市、计划单列
市、省会城市和部分地县级市等41个
城市开展营商环境评价，并在东北地

区21个城市开展了营商环境试评价；
2020 年计划在 80 个地级以上城市和
18个国家级新区开展营商环境评价。

林念修强调，当前改革任务依然
艰巨繁重，要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加
强公正监管、提升服务效能、强化评价
引导，在巩固前一阶段改革成果的基
础上，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
加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营商环境评价领域首部国家报告发布

新华社上海10月17日电（记
者周蕊）距离第三届进博会还有不
到20天。猫屎咖啡、植物肉、酱油味
冰激凌……记者从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局举行的第三届进博会六大展区
专场宣介会上了解到，食品及农产品
展区堪称第三届进博会最“香”的展
区，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家
企业将前来挖掘“舌尖上的机遇”。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进口博览
会展览部副总经理周伶彦介绍，第
三届进博会食品及农产品展区将启
用三个展馆，吸引近百个国家和地
区的上千家企业参展，其中世界
500 强及行业龙头企业近 30 家，堪
称全球美食的“汇集地”。“根据防疫
防控方案总体要求，进博会在提供
进境展品绿色通道的同时，还将加
强食品的防疫检测，尤其是对冷链
展品实行全流程闭环管理，并对提
供试吃的展品提出全熟等要求。”

“借助‘进博效应’，达能新品上
市效率大大提升，销售通道进一步
打通，去年进博会上展示的近 40
款明星产品已经成为居民家中的
新面孔。”跨国健康食品公司达能
大中华区副总裁周志刚介绍，在第
三届进博会上，达能将携近 200 款
产品亮相。

新西兰乳制品巨头恒天然大中
华区副总裁韩励介绍，在第三届进
博会上，恒天然将带来多款“全球首
发”和“中国首发”产品，其中，安佳
益生菌是恒天然结合中国消费者特
点研发的创新产品。

“疫情下，大中华区逆势实现了
业绩增长。”韩励介绍，在第二届进
博会期间，恒天然签署了多项合作
协议，总金额超过 182 亿元。作为

“进博效应”的受益者，企业还提前
与进博局签订了未来三年的长期参
展合作备忘录。

法国农业食品委员会驻华首席
代表李蓓介绍，8 家法国乳制品企

业和4 家果蔬企业将“抱团”前来，
在 200 平方米的展位里，将展示苹
果、猕猴桃、乳制品等。“去年进博会
期间，我们在上海落户了亚洲首家
法国官方乳品体验店‘法酪小屋’，
帮助更多法国奶酪产品‘试水’中国
市场，也受到消费者欢迎。”

纽仕兰亚太区首席执行官盛文
灏介绍，企业不仅加紧准备在第三
届进博会上亮相，第四届参展工作
筹备也已经启动，“通过进博会的平
台，我们的产品销售到了黑龙江漠
河、宁夏平罗等地，这是我们以前不
敢想象的”。

随着展会筹备进入最后阶段，
展商们正在摩拳擦掌，不少进博同
款商品提前通过各种展会、线下活
动等抢鲜亮相。

麒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销
售战略部高级部长聂勤说，受疫情
影响，通过餐饮渠道销售的啤酒销
量下降了，但网络销售的产品相比
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130%。“中国市
场消费需求巨大，随着中国营商环
境进一步优化，我们与日本几乎同
步推出的无醇啤酒等创新产品借
助‘上海味道·环球好礼节’等机遇
进行‘试水’后，发现市场接纳度很
高，还有更多新品将亮相进博会。”
聂勤说。

刚刚与全球 2000 多家企业一
起在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食品和饮
料展览会上亮相后，波兰味奇集团
业务开发经理万历得转头又投入到
参展进博会的筹备中。

“通过中食展这样的专业展会，
我们能与中国的专业买家和合作伙
伴建立联系，而且这一展会在进博
会的举办场所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举行，还能提前了解参与疫情下的
大型展会的注意事项，更好在第三
届进博会上亮相。”万历得说，2020
年企业在中国的销售有望达到去年
的两倍。

第三届进博会最“香”的展区：

环球食品企业前来挖掘
“舌尖上的机遇”

新华社上海10月17日电（记
者胡洁菲）近日，长三角两省一市
（上海、江苏和浙江）的生态环境
（厅）局、水利（水务）厅（局）等9个
部门联合发布《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重点跨界水体联保
专项方案》（简称联保方案），力求形
成联保共治合力，为全国跨域水体
联保提供可复制的模板和经验。

联保方案明确，一体化示范区
和协调区范围内 47 个主要跨界水
体纳入实施范围，其中太浦河、淀山
湖、元荡湖、汾湖等“一河三湖”是加
强跨界水体联保共治的重点。

联保方案还确定了6个方面的
工作内容，包括建立联合河湖长制、
实施联合监管机制、开展联合执法
会商、完善联合监测体系、健全数据
共享机制和深化联合防控机制，比
如在已有“太湖淀山湖湖长协商协
作机制”的基础上，先行建立“一河

三湖”联合河湖长制，定期开展跨区
域联合执法和巡查，共同打击环境
违法行为等。

“一个简单的水葫芦打捞工作，
就能体现出跨界水体联保的重要
性。”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西塘镇太
浦河镇级河长陈贤明介绍，三地未
开展合作前，相当于各自唱“独角
戏”，效率低而且水葫芦问题容易复
发，加强合作后相当于奏“交响曲”，
治理效率大大提高。

“十多年来，两省一市在水生态
环境协同保护方面已经开展了大量
制度性探索，具备非常好的协作基
础。”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朱石
清介绍，联保方案将协作过程中成
熟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加以系统化、
制度化，使得任务更加聚焦、责任更
加明晰，为今后一段时期一体化示
范区水环境保护确立了基本遵循和
制度框架。

变“独角戏”为“交响曲”

长三角贡献
跨域“治水”新方案

10 月 17 日拍摄的四川脱
贫攻坚“奋进号”主题列车车厢
内部。

当日是第 7 个国家扶贫
日，2020 四川脱贫攻坚“奋进
号”主题列车首发仪式当日在
成都举行。该主题列车以多媒
体手段集中展示了四川高原藏
族聚居区、大小凉山彝区、秦巴
山区、乌蒙山区脱贫前后的图
片和视频。据了解，该主题列车
在成都地铁 1 号线开行，将一
直运营至2020年底。

新华社记者 王曦 摄

四川脱贫攻坚四川脱贫攻坚
““奋进号奋进号””主题列车上线主题列车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