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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会 聚焦

城市数字化转型背后的法律思考
代表委员热议“国际数字之都”打造之路

□法治报记者 夏天 胡蝶飞 陈颖婷 翟梦丽

近年来， 随着我国 5G、 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新兴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加快， 数字化正以不可逆转的趋势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十一届市委十次全会提出“城市数字化转型” 这一概念， 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 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 也成为了

申城下一步城市发展的脉络所向。 那么城市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还有哪些法律关卡需要攻克？ 哪些百姓需求需要回应？ 在今年上

海两会中， 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们就此话题发表了真知灼见。

在昨天下午召开的上海市十五届

人大第五次会议“推动城市数字化转

型， 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

之都” 专题审议会上， 胡晓丽代表是

一位广播主播， 她在发言时首先放了

一段观众来电录音。 这位观众的小区

建立了人脸安防系统， 需要录入人脸

信息， 但他却对此有所担忧， “小区

的依据是什么？” 这名观众拒绝了小

区的要求， 最终在协调下小区采取了

人脸识别与安防卡两套系统共用。

胡晓丽代表在现场发出了一串疑

问： “技术为什么要用？ 为谁而用？

城市数字化转型又为谁转型？” 她担

心数字化转型仅仅成为技术的秀场，

形式美但不中用， 呼吁转型要从真正

的人的需求出发。

姚海嵩代表认为， 近年来， 科技

高速发展， 物联网、 人工智能、 AR、

智能生物识别、 大数据、 基因技术等

技术更新迭代迅速， 为我们的生活带

来便利的同时， 大数据的个人隐私保

护、 防止个人信息泄露等方面也引发

社会的忧虑。 从立法层面， 我国和地

方已经建立了相应的法制供给的原则

和框架。 而在实践中， 他建议组建长

三角 （上海 ） 科创法律和伦理治理

“智库”， 为实现精准化的科技创新法

治治理提供人才储备。 同时， 设立引

导研究基金项目， 鼓励科创法治治理

应用研究， 并形成应用规则和标准。

还要积极引导研究成果转化和应用，

督促科技创新主体完善自我合规和管

理， 提升“向善” 科创营商环境。

针对数字安全问题， 陈岳川代表

建议加快隐私增强计算技术研究和应

用， 在保护数据隐私的前提下， 又能

及时地高效服务。 “隐私增强计算技

术， 通过一系列的安全保护机制，

克服了数据本身容易被复制被窃取

的缺点， 在保护数据隐私性的情况

下能够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 他介

绍道， 这将能够有效解决数据孤岛

问题， 从而进一步促进数据开放共

享， 有效释放数据的价值。 因此， 陈

岳川代表呼吁政府加快引导与实际应

用的步伐。

李向农代表提出， 要根据 《民法

典》 人格权编等相关法律规定， 由政

府职能部门依法规范数据经营者负责

消除用户安全信息风险， 并建立安全

保护系统。 由政府保护个人信息的相

关部门和市场监管局、 消保委等机构

与市民热线 12345， 建立线上的联络

机制， “各部门打开壁垒及时快捷响

应保护。” 李向农代表说。 此外， 他

建议条件成熟的话可以申请设立互联

网法院法庭， 将涉网数字争端统一归

由互联网法院或者互联网法庭监管立

案开庭， 均采取线上的方式方便快捷

审理， 使人们更加放心舒心地参与到

国际数据之都建设中。

数字安全

杨振峰代表表示， 教育数字化转

型是实现教育多样性、 个性化的重要

手段。 数字环境将重构现实学习空间

和虚拟学习空间的结合， 实现教育资

源的便捷获取和智能推动。 数字化一

定会推进教育流程的再造， 实现更加

精准耐心的智能导学， 教师的工作重

心就会转向对于学生学习能力的培

养、 素养的教育、 心理的干预以及人

格的塑造。 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将

大大缓解， 教育供给侧的改革将通过

数字化支撑取得突破。

杨振峰代表认为， 基于知识图谱

和人工智能技术， 可以开发建设数字

化的资源， 构建新型的学习资源体

系。 “从现在的情况看， 目前的学习

内容还是按照专家的已有学习逻辑

来呈现的， 然而学生的学习并不适

合这种逻辑。” 因此， 新型的学习资

源体系需要重构学习内容， 创新知

识重建， 针对不同学生内容构建自适

应的系统， 满足学生个性化的需求。

“老师可以根据孩子不同的智力

倾向、 不同的学习特质， 设置个性化

的成长系统。” 杨振峰代表说， 此外

通过可视化数据的积累， 有助于帮助

教师和家长分析学生认知误区， 提高

他们的学习效率。

数字教育

在专题审议上， 不少代表都表达

了对数字鸿沟的担忧。

“大家都说 90 后 00 后是数字的

原住民， 而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是数

字移民。” 秦钠代表自称是数字移民，

她感慨， 在城市的发展中， 老年人也

在逐步地去学习应用数字技术， 但是

鸿沟仍然存在， “很多老年人对数字

犯怵。” 她注意到， 目前上海的公共

文化设施数字化场景的应用覆盖仍然

比较低， 因此她建议在数字化转型的

过程中， 能够有更多的公共文化设施

为老年群体服务。 此外， 她认为， 上

海要构建终身学习体系， 能不能把老

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嵌入到终身学习的

体系中， 由社会支撑体系来帮助他们

融入数字化社会。

陈岳川代表表示， 要消除数字化

鸿沟， 在适当保留传统服务方式的基

础上， 更重要的是要在供给侧匹配老

龄社会的需求。

“事实上除了老龄人口残疾人口

等， 小微企业也面临着数字鸿沟。”

史一兵代表关注到了另一群体。 小微

企业能够承担的成本低， 在专业技术

升级方面有很大的压力， 因此他建

议， 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 政府应

给予小微企业的转型更多扶持。

数字鸿沟

“我们有病人， 但是没有数据， 就

无法更优做好疾病管理和预防。” 作为一

名一线医生， 沈柏用委员在发言中直言，

他认为数字化转型对于智慧化健康服务

体系建立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如何才能更好通过数字化转型建立

智慧健康管理？ 沈柏用委员建议，将市民

医疗机构的就医信息、 社区卫生健康信

息、保险公司的健康信息和疾控中心等信

息整合在一起，搭建起一个健康大数据平

台，在疾病早期诊断和预防方面发挥作用。

“在这个基础上融入人工智能， 就

可以知道这个病人可能容易得什么病，

使得疾病治疗重心下移、 关口前移， 更

好做好疾病预防。” 沈柏用委员说。

沈柏用委员在发言中还建议， 建立

全疾病周期的信息数据库， 用于科学的

疾病管理。 “要把临床、 影像、 病理、

基因组学、 代谢、 质谱的数据都整合在

一起， 做科学的疾病管理。” 此外， 沈柏

用委员还建议做好优质服务拓展， 加快

发展远程医疗和互联网医院。

数字医疗

“我们出台了数字化转型实施意见，

明确任务责任分工， 建立协同机制之后，

谁来干活？” 发言伊始， 市政协委员、 金

杜律师事务所中国管理委员会主席张毅

就抛出问题， 直击“要害”， 瞬间吸引与

会者们的注意。

“我们可能更多需要的是技术型应

用型人才， 但我们有没有培养出足够的

数字化人才？” 张毅委员建议， 在上海探

索建立专门的独立数字化人才学院， 培

养技术型、 应用型人才， 更好聚集数字

产业和关键技术， 推动产学研深度发展。

张毅委员认为， 这个学院应该与市

场、企业教学相结合，找准市场需求，以需

求定供给，精准定位应用型人才教育发力

点。“可以邀请企业、非营利社会组织参与

教学，培养产业所需要的专业型、复合型、

技术型数字化人才，也可以针对不同人群

开展不同课程，在招生、课程上设置相对

更加灵活的体制和课程。

张毅委员同时呼吁， 政府应给予一

定的政策或资金支持， 鼓励推动企业更

多参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提高相关成果

转化率， 并开展国际国内合作， 探索高

端型应用人才培养。

“有了人才， 才能吸引更多科研机

构、头部企业、创新平台和高端项目落户

上海，使得上海形成更加完备的数字产业

链，为上海数字源头创新提升和数字产业

集聚形成赋能。 ”发言最后，张毅委员说。

数字人才

“从智慧城市到数字化转型是一个

新台阶的迈进。” 马益民委员作为中国电

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 他结合数字新基建， 聚焦消除

数字鸿沟、 家庭信息化获得感等问题发

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我最近走访了几家新装修楼盘，

发现大部分住宅家庭信息箱仍然置于家

庭入户进口处， 而不是家庭中心点位的

客厅。” 马益民委员说， 经工程师现场测

量， 放置于客厅和信息箱内的无线猫传

输速率相差巨大。

马益民委员介绍， 目前， 家庭各类

终端里 93%左右的流量是在无线猫上产

生的。 “千兆入户容易， 但让家庭有数

字化网络获得感却不容易。” 马益民委员

认为， 现有家庭信息化地方标准缺乏、

滞后是其中重要原因。

针对上述问题， 马益民委员递交提

案建议， 在上海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高

度重视家庭信息化地方标准的更新和优

化。

“数字化转型的话题离不开养老和

适老。” 马益民同样关注“数字鸿沟” 问

题。 “如何让基于城市服务底座的养老

和适老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建议重点在

无感知交互和有感知服务两方面下功

夫。”

数字新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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