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三角居民可就近申请远程查询

■劳动报记者罗菁

婚姻、学籍等民生档案实现异地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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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婚姻档案、 独生子
女档案、学籍……这些和老百姓
息息相关的民生档案，万一查阅
时被告知不在上海，咋办？

在昨天举行的长三角地区

三省一市档案工作座谈会上，记
者了解到，长三角已经推出 “异
地查档、便民服务”项目，苏浙皖
沪三省一市的民生档案可以实

现互查， 而且无需市民跑路，今
后随着该项工作的推进，范围还
会更广，查询会更方便。

家住嘉定新城的冯女士 10
年前在老家杭州登记结婚，丈夫
是上海人。 如今结婚满 10 年，冯

女士可以申请上海户籍。 在准备
申请落户材料时，发现找不到结
婚证了。 得知长三角民生档案远
程查询项目后，赶到嘉定区档案
馆求助。 工作人员经咨询杭州西
湖区档案馆，查实馆藏档案中存
有冯女士的结婚证明。 冯女士凭
其身份证办理“长三角地区民生
档案”异地查档、便民服务的申
请手续，在一周内就收到了本人
的婚姻档案证明。

2018 年 9 月起 ，长三角 “异
地查档”项目正式启动实施。 长
三角区域的市民可就近在任何

一家国家综合档案馆提出异地

查档申请，只需出示本人有效身
份证原件，即可查询获取记载有
本人信息、保管在异地档案馆的

民生档案。
截至目前，本市综合档案馆

经办 186 件次，包括查询婚姻登
记、涉外婚姻、退伍军人、独生子
女证、知青、学籍和农民建房档
案等。 积极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
厅《长三角地区政务服务“一网通
办”试点工作方案》，实施 12 项长
三角地区民生档案查询“一网通
办”试点，推动 Ｇ60 科创走廊九
城试点向 26+X 个城市推广。

与此同时，上海市档案部门
持续打造民生档案“全市通办”，
推进 “互联网+民生档案便民服
务”， 加快民生档案资源共建共
享。 今年全市档案部门共接待民
生档案查询 7 万人次，较去年同
期增长 31.2%， 历年累计服务群

众超过 28 万人次。 民生档案查
询事项在“一网通办 ”总门户上
线，网办档案种类达 15 种，完成
224 件“0 跑动”查档服务。 市民
在实体窗口申请查档，通过市民
云 APP 出示电子证照，向工作人
员表明身份，由工作人员在线验
证，替代实体身份证件核验或纸
质材料提交，力争做到查档“0 材
料提交”。

不仅如此 ，“承包地确权登
记档案”、“市三八红旗手登记档
案”两类新增查询事项即将在民
生档案服务平台、社区受理信息
系统和“一网通办 ”总门户同步
上线。 计划于 2020 年实现 20 种
查档事项和标准化数据库建设

目标。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胡
玉荣文/摄）不仅可便捷乘坐公
交、轨交，还设有 P+R 停车设
施 ，更提供买菜 、购物休闲等
社区商业服务。 近日，随着“乐
坊芦恒生活广场”正式对外开
业 ，意味着全国唯一的 “五位
一体 ”超大型综合枢纽 、久事
公交芦恒路综合客运枢纽功

能基本完成落地。

交通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所谓的 ‘五位一体’，指
的是集轨交、公交、停车泊位、
出租、便民配套商业设施为一
体。 ”据久事公交资产物业管
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方
便三林大型保障房基地居民

的生活，芦恒路综合客运枢纽
项目规划内设了 6 座公交线
路首末站（24 个公交车泊位）、
8 个出租车候车客站和为 P+
R 换乘停车库（500 个泊位+90
个配建车位）、 地铁联络通道
和便民配套服务等，为全国唯
一的 “五位一体 ”超大型综合
枢纽。

2016 年 7 月，项目正式投
入使用 ， 浦东上南公交 576
路 、955 路 、1034 路 、772 路等
5 条线路率先入驻，与地下的
轨交 8 号线实现无缝换乘 ，
同时 ，2 至 4 层的 300 多个
P+R 停车泊位也向市民开
放 ，无论通过公交还是开车 ，
都可以在这里直接换乘轨交

8 号线， 大大方便了附近居民
的出行。

芦恒路综合客运枢纽物

业管理处经理潘兆普告诉记

者 ，经过近三年的运行 ，目前
已有 8 座公交始发站入驻其
间， 每天发送乘客近 2000 人
次， 轨交 8 号线日均发送近 8
万人次。 而 300 多个 P+R 停
车泊位已经无法满足市民的

需求 ，今年 8 月 ，五层的停车
场正式对外开放 ， 停车泊位
增加到 555 个，是目前上海最
大的 P+R 停车库。 停车库引
入了先进的车牌识别和引导

系统 ， 通过车位指示灯及楼
层引导屏 ， 快速引导车主找
到车位。

商业便民设施营业

随着交通设施运行的日

渐平稳，商业便民设施也提上
了议事日程。 经过大半年的筹
备 ， 总面积近 16000 平方的
“乐坊芦恒生活广场”于今年 4
月在枢纽站开始试运行 ，餐
饮、儿童娱乐、早教、永辉超市
等配套服务，受到了附近居民
的普遍认同。

今天上午，记者在乐坊芦
恒生活广场看到，不少餐饮店
正在为中午的客人做着准备。
而早教机构和儿童游乐设施

前，阿姨们正带着孙子孙女或
是学习 ，或是游乐 ，露出社区
商业综合体的雏形。

家住绿波家园的张阿姨

告诉记者，6 年前，她从市中心
搬到这里，起初无论是出行还
是购物都十分不便，这几年感
到明显好转。 “枢纽中心启用
后，首先解决了交通问题。 无
论前往任何地方，都可以很便
捷地通过公交换乘 8 号线前

往。 ”张阿姨说，生活广场开出
来后，生活比以往也要方便不
少。 “这个地方附近的配套还
是有些欠缺， 以前上个超市，
都要赶往三四公里外的华侨

城家乐福 ， 带着小孩很不方
便。 现在好了，不仅孩子们多
了一个玩的地方，我还可以顺
便到楼上的永辉超市买菜，购
置生活用品。 希望将来提供的
配套内容更丰富一些，让我们
少跑一点路。 ”

面对居民的呼声，潘兆普
坦言，商业设施的定位是社区
型优质购物中心， 未来将涵盖
休闲餐饮、 精品零售、 生活配
套、儿童游乐、教育培训等。“我
们的原则是宁缺毋滥， 要确实
满足大部分居民的需求。 ”

站点有待立体开发

记者注意到，虽然作为“五
位一体” 超大型综合枢纽，芦
恒路综合客运枢纽是唯一的

一个，但是和其有着类似功能
的地铁上盖项目，正在全市试

点推开，在方便市民出行的同
时，不断满足着市民休闲购物
的需求。

2017 年 9 月，地铁停车场
综合上盖项目———上海万象

城开幕，如今已成为西上海最
摩登的城市综合体，敞开式设
计以及地铁 10 号线等交通无
缝接驳了周边街区，让周边的
老百姓可以在这里休闲购物，
也带动了整个吴中路沿线，成
为城市的新景观、新地标。 目
前 ，莲花路 、莘庄等地铁上盖
项目的建设也在推进中。

今年，上海市政协人资环
建委召开“关于优化上海轨道
交通上盖开发政策的建议”提
案协商办理座谈会 。 会议透
露，未来本市轨道交通上盖开
发 ，将着力构建成网络 、多样
化的公共开放空间，满足各类
功能需求。 有关方面也表示，
上海轨道交通站点将实行集

约高效、 立体复合的开发，推
动商业办公、居住、公共服务、
休憩、 交通等功能有机衔接，
构建公共开放空间体系。

楼上可买菜购物，楼下有公交地铁
芦恒路综合客运枢纽实现“五位一体”

本报讯 （劳动报首席记者 包
璐影）记者了解到，首批永久电子
行李牌已“上架”。

旅客可通过最新版的东航

APP 申领入口免费在线申请 ，首
批申请入口开放时间截至 9 月 10
日，第二批开放时间为 9月 20日至
10月 7日。 东航将综合考虑申请人
在 2019年的乘机次数、托运记录等
情况，免费发放电子行李牌。

此次送出的电子行李牌即是

今年 7 月东航在京沪快线上全球
首发的一款行业 “黑科技”， 它采
用“无源”设计，无内置电池，安全
环保，操作便捷。同时，内嵌 RFID
识别芯片，可准确追踪行李位置，
让行李全程“有迹可循”。

旅客通过东航 APP 完成自助
值机后选择行李托运， 将电子行
李牌贴近手机进行数据感应 ，几
秒钟就能完成航班号、 行李目的
地等信息录入。 随后，旅客前往专
柜激活即可完成行李交付， 真正
实现全程“无纸化”。 相比传统柜
台办理方式 ， 无源电子行李牌的
应用，让旅客出行变得更智慧、更
便捷。

记者了解到， 随着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不久将正式启用， 永久
电子行李牌这项黑科技也将在大

兴机场“亮相登场”。
据悉， 首批电子行李牌发放

后， 东航还将定向收集用户使用
反馈、体验建议等，为进一步完善
电子行李牌功能， 配套优化现场
自助交付流程， 开放更多电子行
李牌使用航线等提供数据支持。
无源电子行李牌如何申领？

1.打开方航空最新版 APP，在
【首页】选择【更多服务】

2.进入【行前】界面，点击【行
李托运】

3.根据页面提示操作，最后提
交申请，进入审核阶段。 申请成功
3 个工作日后，可在【行李托运】界
面查询最终结果。

首批永久电子
行李牌“上架”
让行李全程“有迹可循”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胡玉

荣） 刚入农历八月， 上海植物园
内的早银桂就按捺不住， 启动了
开花程序。 据上海植物园的园艺
专家王工介绍， 连日的低温阴雨
使得气象上出现了 “低压槽 ”天
气， 连续的大雨使原本夏日的高
温一扫而光。 这一波降温，不仅让
人感觉清凉爽快， 也刺激了对温
度敏感的早银桂。

9 月 2 日， 虽然是阴雨天气，
部分早银桂的花芽还是挡不住地

膨大，9 月 3 日，花芽破壳，花蕾显
露。 9 月 8 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
“白露”， 专家预计第一波早银桂
将在这天开放。

从气象观测来看， 气温骤降
后会回升， 而早银桂开花为一周
左右，会与中晚期品种分次开放。
如果有进一步降温， 丹桂和其他
品种的金桂、银桂也会接着开花。
如 2018 年就是早银桂和其他桂
花品种前后相差 4-5 天开花，并
没有分批开放。 上海植物园将持
续密切关注气温的变化， 并报告
桂花开花的动态。

申城早银桂
绽放在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