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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二支队邀请百名战士家长进军营， 近距离感受孩子的

军营生活。 家长们来到营区， 观摩战士们的军事训练、 学习教育、 文艺表演， 近距离

见证自己孩子在军营的成长蜕变。 图为武警战士为家长表演格斗科目
记者 汪昊 通讯员 戴汝迅 摄影报道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与企业、 群众日常生产生活密切

相关的“水电气” 接入上海“一网通办”， 政

务服务覆盖面再次扩大———昨天， 上海市大数

据中心与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上海城投水务

（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燃气有限公司在市政

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预计今年 8 月前

后， 市民和企业可通过“一网通办” 市民主页

或“随申办” APP， 查看“水电气” 账单并进

行缴费； 年内， “水电气” 公共服务接入范围

将逐步实现覆盖全市， 公共事业服务办事功能

将更加便捷、 更加人性化。

据介绍， “水电气” 公共事业服务与企业

群众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按照去年 11 月

1 日施行的 《上海市公共数据和一网通办管理

办法》 的要求， 上海市政府牵头， 按照国家标

准开展标准化、 规范化工作， 依托全流程一体

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和“水电气” 公共事业线

下窗口， 通过优化业务办理流程， 整合数据资

源， 推动实现群众和企业办事线上一个总门

户、 一次登录， 线下只进一扇门、 最多跑一

次。 目前上述三家公司的 34 项公共事业服务

项目， 拟作为试点率先接入“一网通办” 总门

户， 现已接入 24项， 计划接入 10项。

去年是上海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的创建

年。 据统计， 目前一网通办的“一梁四柱” 框

架体系基本建成， 政务服务能力不断增强， 群

众和企业的使用率、 好评度不断提升。 截至目

前， 本市“一网通办” 总门户累计访问量超过

2846 万次， 接入 1400 项政务服务事项， 累计

服务总量超过 1542 万件， 日均办理量 7.4 万

件， 统一公共支付平台累计完成缴费 256 万多

笔， 统一物流平台累计寄送 52 万余件。 本市

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和市电子证照库建设初见成

效， 累计归集数据 5700 多张表、 33.5 亿条数

据、 6700 余万张电子证照， 59 类高频证照完

整归集， 各市级单位累计调用数据量约 4.2 亿

次、 与各区交换数据量 3亿多条、 调用证照库

近 509万次， 已具备为政务服务应用提供支撑

能力， 为实现从“群众跑腿” 到“数据跑路”

的根本转变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防汛防台是上海防灾减灾工作的重点， 要高度重视， 未雨绸缪， 立足于最不利情况，

防大灾防大汛， 把各项准备工作做在前面。 要加强科学的气象预测预报， 为指挥防灾减

灾、 社会动员提供可靠信息。 要强化隐患排查治理， 对海塘江堤等防汛重点区域、 重点部

位加强检查， 做好易积水地点、 断头河、 下沉式工地、 隧道、 地铁及洋山港等区域的排

查， 落实对广告牌和店招店牌的安全检查， 防范高空坠物风险。 要抓紧调整完善防汛指挥

体系、 防汛预案和应急响应工作规范， 全力维护城市运行安全和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汛期落实广告牌店招店牌安全检查
本市部署加强防灾减灾和防汛防台工作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 市长应勇昨天主

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听取今年汛期气候

趋势预测， 部署加强防灾减灾和防汛防台工

作； 听取 2019 年上海市科技奖励大会、 上

海科技节、 浦江创新论坛联动筹备情况； 研

究推进上海市港口岸电建设， 减少靠港船舶

大气污染物排放。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 今年汛期本市将呈

现降水总量偏多， 影响台风个数接近常年但

强度偏强， 高温日数略多， 对流性天气强度

偏强等特点。

会议指出，上海作为超大型城市，要始终

绷紧安全这根弦。 防汛防台是上海防灾减灾

工作的重点，要高度重视，未雨绸缪，立足于

最不利情况，防大灾防大汛，把各项准备工作

做在前面。要加强科学的气象预测预报，为指

挥防灾减灾、社会动员提供可靠信息。要强化

隐患排查治理，对海塘江堤等防汛重点区域、

重点部位加强检查， 做好易积水地点、 断头

河、下沉式工地、隧道、地铁及洋山港等区域

的排查， 落实对广告牌和店招店牌的安全检

查，防范高空坠物风险。要抓紧调整完善防汛

指挥体系、防汛预案和应急响应工作规范，全

力维护城市运行安全和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上海市科技奖励大会将于 5 月 15 日举行，

会上将颁发 2018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上海

科技节将于 5月 15日至 26 日举办，主题为“万

众创新———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进军”。浦江创新论坛将于 5月 24日至 26日举

办， 主题为“科技创新新愿景新未来”。

会议指出， 三项重要活动联动举办， 有利

于实现活动要素和内容的有机融合， 有效发挥

品牌和平台的叠加效应， 彰显上海推进科创中

心建设的新成效、 新进展， 营造更加浓郁的创

新创业氛围。 要做好筹备组织等各项工作， 促

进科技合作交流和产学研成果对接， 着力放大

活动的溢出效应。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

行动计划》， 本市有关部门制订了 《上海市港

口岸电建设方案》。

会议原则同意 《方案》 并指出， 推进港口

岸电建设， 可以优化能源结构， 减少靠港船舶

大气污染物排放， 持续改善空气质量， 有力推

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和绿色港口发展。 要

加强部门协作， 科学组织实施， 不断提高港口

岸电设施的覆盖率。 要完善配套政策措施， 明

确市场预期， 提升服务水平标准， 鼓励引导企

业积极使用岸电。

水电气接入“一网通办”

预计今年8月前后可查账单、缴费

百名家长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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