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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公里“通”则不痛
——虹口“全岗通”1.0版到4.0版的蝶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紧紧

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

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

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

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

2018年 11月，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

街道第一分站时指出：城市治理

的“最后一公里”就在社区。

本报讯（记者 王 杰 朱伟文）

从总书记的嘱托到党的二十大报告

精神，虹口坚定贯彻落实，以党建引

领不断深化“全岗通”工作就是鲜活

案例。

2016年，“全岗通”从曲阳路街道

发源，到次年在全区推广，随后不断

迭代。从 1.0版到 4.0版，“全岗通”这

三个字的内涵不断延伸，成为“及时

感知社区居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

心事”，并“一件一件加以解决”的一

系列创新举措的集合。

记者日前来到了“全岗通”的发

源地——曲阳路街道林云居民区进

行采访。

“全岗通”不断“蝶变”

提升基层治理效率

“原来孕妇来居委建‘孕前档案卡

’，碰到男居委干部值班，因为对这项

业务不熟悉，这时就要麻烦居民再跑

一趟。自2017年全岗通实施以来，打

造全科室的居委干部，居委干部一人

在岗基本能办理居民的所有事项。”林

云居民区党支部书记尚晶说道。

2016年 8月，“全岗通”工作机制

在上海市委创新推出社区工作者职

业化体系的背景下诞生。最先“出

炉”的就是“技能通”——尚晶口中所

说的“全科”居委干部。2017年，本区

居委会全面实施“技能通”——“一专

多能、全岗都通”“一人在岗，事项通

办”，基层治理效率显著提升。这一

举措在全市进行了推广。

2018年、2019年，“全岗通”又实

现了两次升级。

“全岗通 2.0”——服务通，在对

全区37万居民办事、服务事项进行梳

理、分析的基础上，发布了“不见面办

事”“零距离服务”两份清单，并依托

“市民云”建立全区统一的居民网上

办事服务平台，居民可通过移动终端

在线查询、办理事项，实现办事居民

“一次上门”或“零上门”。

牢记总书记嘱托，社区积极发

挥党委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

的神经末梢的作用。2019年，区民

政局在曲阳路街道“周周转”基础上

推出“全岗通 3.0”——治理通。全区

居民区探索条线部门围着社区转、

帮助居委会解决难点问题的一系列

新机制。

2022年，“全岗通”以“易表通”为

基础，通过数字技术进一步为居委减

负、为服务居民增能，提升基层治理

效率，实现了第四次升级。

服务最后一公里

满足居民多样化诉求

通过“全岗通”的层层蝶变，居

委工作效率提升了。

目前林云居委有 8名居委干部，

他们能集中精力“沉浸”到居民家中

去，主动对接居民的各项急难事。特

别“全岗通3.0”实施以来，基层治理工

作得到了新机制的“加持”——在街道

层面建立“全岗通”联席会，在居委会

层面建立“全岗通”议事会，在楼组层

面建立“全岗通”邻里会，“三会”联动，

推动条线部门围绕基层转，为基层开

展协商共治提供保障。

由此，居民自治意识和能力都提

升了。

尚晶说道：“小区治理关键在于

打造一个熟人社会，熟了以后，很多

事情都可以坐下来商量解决。今年

我们升级改造居委会，就开了多场座

谈会，充分听取居民意见，所以居民

对新改造的居委会满意度很高。”

通过多场座谈会，林云居委干部

了解到居民多样化诉求，提出了个性

化解决方案。秉承着“把最大的空间

让给居民”的理念，改造后的居委会

不单单是一个行政办公的地方，还是

小区居民活动的空间——有老人的

聊天空间、小朋友的画画空间，还有

年轻人的健身空间。

居民张阿姨说道：“现在不出小

区，也能享受外面的一些服务。带着

孙子来这里，他在儿童活动区和小朋

友玩，我坐着和老伙伴们聊聊天，蛮

叫人高兴的。”

同时，依托“治理通”这一全新的

机制，由居民区党组织牵头，对社区

进行全方位“体检”，锁定社区治理工

作重点任务。曲阳路街道已通过“治

理通”实现 188万平方米老旧小区改

造全覆盖。

“百表归一”

实现“智慧”治理

说到易表通，尚晶举了一个很形

象的例子。“现在曲阳路街道已经把房

子外观框架搭建好了，房子里面的东

西也通过标签进行了分类，我们居委

要做的就是把人放到房子里面去。”

“易表通”作为“全岗通 4.0”的基

础，是一个数字化治理工具。它将居

委干部每个人的积累变成共享的工作

笔记，随着不断使用，相关数据会像

“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从而让居委

干部进一步从枯燥的填表工作中解脱

出来，回归“为居民服务”的本源。

尚书记告诉记者，前一段时间的

疫苗统计工作，居委统计了一轮又一

轮的信息，交了不下几十张表格了。

像姓名、电话、住址等不少信息都在

重复填写，耗费了居委干部不少时间

精力。现在街道在“易表通”平台上

动态制表，通过绑定标签形成数据表

单模板，带数据下发，居委干部只要

在存量数据库中选定字段，动态增减

一些信息即可。

目前，在“易表通”平台上，党员、

志愿者、业委会、居民代表、禁毒、精

神疾病、疫苗接种、居民小组长、社区

人才等9类标签已全覆盖，将把纯老、

独居、孤老、优抚、低保等19种标签也

纳入其中。通过居委干部走访“随手

记”，不断增加、完善标签和丰富人物

画像，把“房子里人安排得更好”。

接下来，本区将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紧紧抓住人民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继续

深化“全岗通”内涵、拓展“全岗通”外

延，以全岗通品牌作为推进和提升社

区治理效能的有效抓手，精准服务民

生，撬动社区各项工作，不断推动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本报讯（记者 陆雪姣）11月 28
日，虹口北外滩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

人，来自香港各行各业的近 40位行业

翘楚走进虹口，感受虹口的韵律与脉

搏，在“近悦北外滩·共建新标杆——

香港企业家走进虹口”座谈会上畅谈

心得感受，共话两地发展。

上海市政府港澳办副主任周亚

军，虹口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强，

香港贸发局华东、华中首席代表吕剑，

上海市香港商会会长黄有权出席会

议。虹口区副区长陈帅主持会议。

在上海待了近三十年的崇邦集团

CEO郑秉泽，对虹口的发展前景充满

信心，在会上，郑秉泽分享了集团在虹

口开发的最新项目“今潮 8弄”。“历史

文化是虹口宝贵的创业资源”，郑秉泽

说。依托虹口区独特的历史人文优势

和资源，今潮 8弄将历史、文化、艺术

三位融合，演绎了别具一格的海派生

活新潮流。

大新银行上海分行于 2018年入

驻北外滩白玉兰广场，是当时北外滩

地区唯一的一家外资银行分行，“我们

可能是白玉兰广场签约最长的租客。”

大新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黄海毓笑着

说，便捷的交通和绝佳的视野，让大新

银行对虹口“一见钟情”，第一时间便

决定在此设立分行。

长期稳定的沪港合作互通是推进

上海和香港共赢发展的重要前提。本

次活动进一步深化沪港合作，支持香

港企业更好融入上海发展，也为广泛凝聚各方资

源力量，聚焦“上海北外滩、浦江金三角”战略目

标，助力北外滩开发建设再发力、再加速、再提升，

“虹口区的发展目标与香港企业的优势特点有着

很高的契合度，此次活动是双方建立联系、促进合

作的良机，能够让更多的香港企业走进虹口、了解

虹口、扎根虹口”，周亚军在会上表示。

近年来，虹口一直积极拓展两地经贸合作的

广度和深度，随着新一轮北外滩开发建设，双方互

动交流进一步活跃，不断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合作

内涵，为两地互融互通、共建共享做出积极有益的

探索。

吴强现场发出邀约，邀请更多香港企业家来

虹口走一走、看一看。

座谈会前，香港企业家们实地体验了得物展

厅、上海华贸中心展厅，与两家企业代表进行深入

互动交流。

本报讯（记者 陈 怡）11月 27
日至 11月 29日，“2022上海国际城市

与建筑博览会”在上海展览中心举

行。作为“世界城市日”的重要活动，

本届城博会以“行动，从地方走向全

球——城市更新，绿色智慧”为主题，

聚焦城市建设与城市更新、绿色建筑

与双碳目标、智慧城市与精细化管理

等，凸显上海在推动城市转型与可持

续发展的实践成果。

上海全市16个区均亮相展会，其

中，虹口区通过“公园改造”及“城市

更新活化利用”两个展区，展现了“人

民城市”“公园城市”建设理念以及历

史文脉全过程保护开发利用的城市

更新实践。

“公园+”实践区

以和平公园改造为主、鲁迅公园

局部改造为辅，通过绿化实景配置、

改造图文介绍、多媒体、沙盘等展陈

方式，对改造全过程进行深入分析，

展示近年来虹口区探索老公园更新

的实践成果。

和平公园改造后，24小时对外开

放。改造项目围绕无界、换新、互动

三大设计理念，打造了茗厢扶柳、和

鸢宛风、花坊悦音等和平新八景，并

拓展了+自然教育课堂、+全龄段健

身、+萌宠狗乐园、+韧性城市等 12项
“公园+”功能，是“公园城市”理念的

生动体现。

此次城博会上，虹口展区的和平

公园改造实践区共有 8个板块。其

中，12项“公园+”复合功能通过真实

的植物生境，以沉浸式的场景体验结

合音画效果，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

公园改造成果。

城市更新活化利用

位于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的“今

潮 8弄”，按照修旧如旧原则，对 12幢
保留保护建筑进行了修缮施工，使其

建筑功能得到优化、建筑价值得到提

升，完整地保留了历史信息和建筑的

原始风貌，是“建筑可阅读、街区可漫

步、城市有温度”的生动诠释。

同时，在重塑“今潮 8弄”风貌的

过程中，切实落实在保护中更新、在

更新中更好保护，用现代文化、艺术

的手段演绎当下的生活潮流，提升街

区风貌，赓续海派文脉。

此次城博会虹口展区内用图文

介绍、沙盘等方式，展示了虹口区历

史上的二十个第一、今潮 8弄项目介

绍和城市更新的成果等。

近年来，虹口区充分发挥“文化

三地”资源优势，积极探索推进历史

文脉全过程保护开发利用机制，在城

市更新中注重传承历史、延续文脉，

提升城区软实力。同时，持续深化拓

展“公园+”功能，将绿色低碳、智慧创

新理念融入城市公园和绿地建设，不

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虹口“公园+”亮相上海国际城市与建筑博览会

上海市虹口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于2022年11月28日审议决定：

虹口区人民法院选任人民陪审员名额为150名。

特此公告。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11月28日

上海市虹口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于 2022年 11月 28日审议决定：上海市虹口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于2023年1月4日-6日召开，会期两天半。

建议会议的议程为：

一、听取和审议虹口区人民政府工作的报告

二、审查和批准虹口区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与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虹口区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三、审查和批准虹口区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23年预算草

案的报告

批准虹口区2023年区级预算

四、听取和审议虹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五、听取和审议虹口区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

六、听取和审议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工作的报告

七、其他

特此公告。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11月28日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七号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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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顾 俪）11月 25日，虹口区召

开 2022年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总工会主席、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议协调小

组组长谢海龙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区长、政府与工

会联席会议协调小组组长陈筱洁主持。

会上，区府办有关负责人通报了 2021年虹

口区政府与工会联席制度执行情况。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开展第二届“虹口工匠”和首届“虹

口青年工匠”培养选树工作》的议题和《关于加强

外卖快递人员生产作业安全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的议题。

谢海龙对区政府及有关部门一直以来对工会

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了三

点想法：一是着眼发展全局，充分发挥联席会议制

度在深化改革创新方面的积极作用。二是主动担

当作为，不断提升联席会议制度建设的质量水平。

三是突出工作重点，切实推动联席会议制度在源

头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方面取得实效。

区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议协调小组成员单位及

议题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2022年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议举行

全岗通让居委会变身居民“会客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