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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解决老年人出行不便、运用智能设备遇到困难等实际问题，区政务服务
办牵头全区 60多家政务服务中心优化创新服务举措，为老年人提供更周全、更贴心、
更直接的便利化服务。

“你好，请出示随申码。”在区行
政服务中心门口，保安对一名老人
说道。“什么码？我不会弄怎么办？”
陈付珍老人急着说道。“那麻烦出示
身份证，到大厅入口处登记健康信
息。”

来到登记处，在工作人员指引
下，陈付珍完成信息填写。进入大
厅，工作人员询问陈付珍需办理的
事项，随后点击“绿色通道”按钮为
她叫号。接着，陈付珍来到老年人
绿色通道专窗，窗口工作人员热情
并耐心地帮助其办理业务。“服务很
周到，专门有人教，排队时间短，很
方便。”陈付珍说。

区行政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今年开始，中心设置了“老
年人无健康码登记处”，针对没有或
者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群
体，采取查验身份证、登记信息等方
式，方便老人快速办事。中心还开
通“绿色通道”办理业务，设置为老
服务专窗，老人可享受优先服务。
不仅如此，中心在各区域设置爱心
座椅，免费提供轮椅、老花镜、手语
服务等，让老年人办事体验更舒心、
便利。

咨询、代叫号、复印、代填单、帮
办或代办……在老年人踏入城桥镇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的那一刻，
工作人员就会为老年人提供全流程

“一对一”一条龙服务。“我们主动询
问老人需要办理的事项，帮助老人
填写申报材料，或者在“一网通办”

自助服务端帮他们打印身份证、户口
簿等等。”负责人石磊说。

此外，在医保窗口，城桥镇社区事
务受理服务中心还保留现金缴款方
式，设置值班长值班机制，主动发现和
解决老年人困难。“有些老年人出门走
得急忘记携带口罩，我们也会免费提
供口罩。”

值得一提的是，中心还与区域内
高龄、孤寡老人和大病重病患者结对，
为他们提供政策咨询、上门办理医保
等服务。家住某小区的陶某腿脚不方
便，且患有慢性病，是中心结对的高龄
老人。一次，他的就医记录册用完了，
于是直接拨打了医保窗口电话，工作
人员制作好后立即给他送上门。

司法局提供上门公证、老年人免
费遗嘱公证；区住房保障局推行“四
进”活动——进家门、进病房、进现场、
进社区……各政务服务中心想老人所
想，积极采取措施，为老人排忧解难。

今年，堡镇电信营业厅面向老年

用户开展“适老化服务微课堂”，科
普智能信息化小知识，切实解决老
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突
出困难。

1 月 20 日，堡镇电信营业厅以
“学习信息新技巧拥抱信息新生活”
为主线开展了第一期老年人爱心微
课堂，并在抖音以及微信视频号进
行直播。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老人们
安装“随申办市民云”App，全国劳
模邱莉娜作为首堂微课堂讲师，为
老年用户讲解什么是健康码和行
程码，并手把手教他们如何使用

“两码”，为他们扫除了知识盲区。
“之后，我们还会开展不同主题的
活动，让老人敢用、能用、会用智能
手机，享受智能科技的便捷。”邱莉
娜说。

下阶段，区政务服务办将牵头
全区政务服务中心，持续优化创新
服务项目，让政务服务更人性化、有
温度，不断提升辖区老年人的幸福
感和满意度。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起步
之年，为充分发挥科技的引领与支撑
作用，高质量推进崇明世界级生态岛
建设，助力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上海市崇明区科学
技术委员会发布 2021 年度“可持续发
展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申报指南。

专题一：农业领域
围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的“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
强，加快推进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精神，坚持“农业要振兴，就要插上科
技的翅膀”理念，开展农业领域科学研
究与示范推广，打造长三角范围具有
影响力的崇明生态农业科创中心，着
力推进崇明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
主要包括：

1.加快发展种源农业，加强“崇
明”系列农产品品种研发，建立优质种
质资源库、繁育基地和前端优质种源
试验试种基地，推进研发、引试或繁育
推广新品种；

2.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推进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强土壤污染、水
土流失等治理和修复研究；

3.开展种植、养殖以及种养相结
合的高附加值农业生产模式探索研
究，形成示范推广和带动效应；

4.结合长江十年禁渔期的国家政
策，推进长江鱼类、虾类、蟹类等资源

高效生态养殖模式研究；
5.推进崇明特色农产品的精深加

工技术研发，拓展崇明特色农产品的
产业链；

6.完善农业关键基础设施，推动
实现规模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推动
国内外新优科技、标准模式和跨界技
术在崇明落地试点应用。

专题二：工业领域
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变革，

重点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研
究应用，加快推动制造业向数字化、绿
色化、智能化升级，着力构建多元化、
生态化的先进制造产业体系。主要
包括：

1.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崇明科
技企业共建产学研合作机制，将先进
科技成果在崇明实施转化应用；

2.支持科技企业将已获得授权的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实审或
授权、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授权
等）技术进行产业化；

3.支持崇明区域内的高新技术企
业加大技术研发或将先进科技成果实
施转化，促进企业发展壮大；

4.支持科技企业在新产品研发、
生产效率提升、企业管理优化等方面
进 行 研 究 和 示 范 ，推 进 企 业 创 新
发展。

专题三：智慧崇明领域
支持企事业单位开展互联网、物

联网、人工智能、5G 等技术在农业、工
业、旅游、文创等领域的创新研究与示
范应用。

专题四：社会事业领域
重点支持医疗卫生及相关科技的

示范与应用，主要包括：
1.崇明地区重大疾病临床诊疗技

术的研究与示范应用；
2.有关疾病人群防治技术的研究

与示范应用；
3.提高临床诊疗水平相关基础研

究与示范应用等。

专 题 五 ：生 态 环 境 与 安 全 生 产
领域

重点围绕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的核
心要素开展科技研究与示范应用，主
要包括：

1.节能减排、环境治理方面研究
与示范等；

2.生产和生活资源循环利用方面
研究和示范；

3.涉及安全生产相关产品智造技
术的研究；

4.聚焦塑料替代材料研究，支持
科技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和应
用示范。

（一）申报单位必须在本区注册并
落户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

位且有规范的财务核算制度。被列入
黑榜名录、不符合环保条件、近二年内
有失信记录和其他禁止性政策规定的
单位将被一票否决。列入区级红榜的
单位、高新技术企业优先支持。

（二）申报单位须具有必备的技
术人员和与实施课题相匹配的基础
条件，包括实施基地等。如本单位无
技术人员，可以聘请与课题相关的技
术人员参与完成课题，但必须提供聘
任关系的证明材料。申报单位除国
有企事业单位外必须为课题提供配
套资金，配套资金不少于申报资助
金额。

（三）申报单位（或课题责任人）近
几年承担的区级科研课题质量较差或
无原因逾期完成，不予考虑课题立项。

（四）多家单位联合申报时，应在
申报材料中明确各自承担的工作和
职责。

（五）申报材料内容符合单位业务
范围，具有明确的研究（推广）目标和
可行的研究方案（或成熟的技术推广
路线）。

（六）国内外合作项目须有合作协
议或授权协议，涉及许可研究、专利等
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七）课题负责人原则上以中青年
科技人员为主，课题负责人和主要科
研人员同期参与承担 2 个课题及以
上，且尚未完成的，不得申报新的项
目。课题负责人本年度申报课题数不
得超过 2 项。不得重复申报已有科研

成果的课题。

（一）本指南公开发布。申请人通
过 登 陆 网 址（http://61.172.174.243/
Business/DEKT/UI/Generate/Index.
aspx）进入“崇明区科技项目信息管理
平台”，注册并网上填报项目可行性方
案，在线打印书面材料（非由申报系统
在线打印的书面材料，或书面材料与
网上填报材料不一致的，不予受理）。

（二）项目网上填报起始时间为
2021 年 2 月 25 日 9:00，截 止 时 间 为
2021年 3月 5日 16:30。

（三）崇明科委办事窗口集中接收
书面材料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12 日，每个工作日 9:00-
16:30。逾期送达的，不予受理。

（四）所有书面材料采用A4纸双面
打印，一式一份，须签字盖章齐全。使
用普通纸质材料作封面，不采用胶圈、
文件夹等带有突出棱边的装订方式。

（一）咨询电话：
69696351、69696358

（二）申报材料送达地址
上海市崇明区行政服务中心一楼

综合受理窗口（生态产业 10-16 号窗
口）接收后转后台 61号。

联系电话：59638121。

一、申报范围

二、申报条件

四、联系方式

三、申报方式

崇明区 2021年度“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申报指南

政务服务有温度 老人办事无难度

开通老人办事绿色通道

提供上门办理服务

开展老年人智能技术培训

□ 记者 范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