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 秀历史保护建筑历经岁

月沉淀，是凝固的艺术，

是城市的无价之宝。如何能让

市民、游客更好地了解优秀历

史保护建筑的文化内涵，让更

多的历史建筑可阅读、可亲近，

考验着一座城市的智慧。昨天

下午，市政府召开2019年全市

加强全域旅游建设工作会议，

就人们普遍关心的“建筑可阅

读”等推进情况进行了汇报。市

文旅局指出，要进一步讲好中

国故事和上海故事，提高旅游

产品参与度和体验度，让更多

游客感受到愉悦和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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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 10月 1358万人次“阅读”老建筑

■劳动报记者 叶佳琦 摄影 贡俊祺

六个中心城区
增设导览、视频等功能

拿出手机扫一扫二维码 ，老
建筑的全貌、历史统统 get。 记者
了解到，目前，上海“建筑可阅读”
取得了新突破。 黄浦、静安、徐汇、
长宁、虹口、杨浦六个中心城区积
极推进， 老建筑设置二维码数量
从 400 余处上升到 1300 余处，开
放建筑从近百处增至 1088 处。 市
文旅局推出了 87 条建筑微旅行

线路和百余种文创产品， 初步实
现了 “能读 ”“能听 ”“能看 ”“能
游”。 今年前 10 月累计接待游客
1358 万人次， 受到市民游客的欢
迎和喜爱。

为保障市民游客的体验 ，六
个中心城区不仅建立了志愿者和

专业讲解团队， 还在二维码中增
设英文导览、语音、视频播放、VR
等功能。 比如，静安对 101 处点位
制作了 VR 全景导览， 市民可以
通过手机三维游览建筑内外全

貌； 徐汇积极打造涵盖建筑 、音

乐、艺术、历史等专业的多层次讲
解志愿者服务队和专家库， 为游
客提供建筑讲解服务。

不断推陈出新
开启立体阅读模式

黄浦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
了让市民对阅读建筑有更好的体

验感，他们通过二维码链接到“阅
读黄浦” 微信小程序， 以红色文
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三大板块
为主题， 让市民坐在家里也可以

尽享双语介绍、 语音解说和浏览
照片资料， 部分经典建筑有 VR
全景导览。 为了方便人们实地探
访， 小程序还专门梳理了多条推
广线路，分别覆盖革命旧址、名人
故居、城厢历史、老字号非遗等 ，
每季度不断推陈出新， 真正开启
文物建筑阅读由点到线再到面的

立体阅读模式。
徐汇文旅局表示， 他们不断

在开拓建筑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
打造一批风格各异的展示空间 ，
如衡复风貌馆、衡复艺术中心等；

还新增了一批常态开放的文博场

馆，如气象博物馆等。 在名人故居
方面，他们开放了夏衍旧居、草婴
书房等， 还进一步推动城市微更
新，以建筑为载体，融合音乐、艺
术、文化等元素，让阅读建筑变得
鲜活起来。

2020年底前完成
历史建筑二维码全覆盖

如何让人们能在旅途中感受

到愉悦和乐趣？ 在全域旅游工作
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要找准旅
游需求的切入点， 彰显上海全域
旅游特色。 比如，挖掘更多、更好
地能体现国际风范、 彰显中国元
素、 具有上海特色的文化旅游产
品，讲好中国故事和上海故事，让
来上海的游客能够通过旅游更多

地了解中国、 了解上海； 另一方
面， 要提高旅游产品的参与度和
体验度。

据透露，下阶段，上海将继续
聚焦“建筑可阅读”工作。 拓展工
作广度， 实现上海建筑二维码和
建筑开放的全覆盖，在 2020 年年
底前， 在全市完成历史建筑二维
码设置和应开尽开工作 （可进入
性）；吸引更多市民和游客“走近”
和“走进”建筑，通过出版书籍、拍
摄纪录片等方式扩大建筑可阅读

知名度，组织走进建筑、专家讲座
等活动提高市民游客的参与度。

与此同时， 还将进一步创新
阅读建筑旅游产品， 丰富微旅行
线路，开发文创产品，出版阅读刊
物，延长旅游产业链，放大阅读建
筑旅游的综合效应。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罗菁）
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 本市市、
区两级综合档案馆经办长三角地

区 “异地查档 、便民服务 ”共 273
例，成功率 72.2%。

昨日， 记者从长三角民生档
案“异地查档、便民服务 ”项目推
进会上了解到，青浦区、吴江区、
嘉善县档案局共同签署了 《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档

案工作合作协议》。 今后，民生档
案查询会更加方便。

浙江海盐的吴老伯最近有

个困扰 ：他和老伴上世纪 70 年
代在上海崇明登记结婚 ， 可是
结婚证因为年代久远丢失了 ，
现在买房子要提供结婚证 。 他
和老伴都年过七旬 ， 专程为这
事跑一趟上海调档补办 ， 着实
不方便 。

吴大伯的困扰最终被一个电

话解决了。 崇明区档案馆及时为
吴大伯办理了异地查档出证 ，提
交申请的第二天， 吴大伯就收到
了证明材料。

异地查档， 正是现在长三角
地区档案工作的重点之一。 其目
的就是解决过去老百姓来回奔波

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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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区两级综
合档案馆经办长三角地区 “异地
查档”共 273 例。

据了解， 目前可供异地线上
查询的民生档案有婚姻登记档

案、再生育子女审批档案、知青上
山下乡档案、知青返城档案、知青
子女入户档案。 申请者进入长三
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网站 ，实
名申请便可线上查询。

根据最新的协议 ，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内将

建立紧密务实的协同合作关系，
叠加青浦 、吴江 、嘉善三区县特
色优势，探索构建全新的档案工
作机制， 开展广泛的档案合作 。
包括 ：健全优化工作机制 ，完善
人员和设备配置，定期召开专题
推进会， 确定阶段性工作重点 ；
共同探索研究示范区内电子文

件归档和电子档案 “单套制 ”管
理办法，探索制定统一的管理标
准 ，并在一定区域内先行试点 ；
联合开展档案文化传播交流 ，
加强档案资源的挖掘 、 整合与
共享 。

本报讯 昨日， 上海市组建
的四个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

别在普陀区、虹口区、杨浦区、崇
明区四个区，召开督察见面沟通
会、 督察动员及情况汇报会，启
动 2019 年第二批市级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目前，督察组已全部
实现督察进驻。

市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

对象主要是区委、 区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并对部分街镇、工业
园区进行督察； 督察内容是全
面督察贯彻落实国家和上海市

环境保护决策部署、 环境保护

责任落实、环境保护目标完成、
突出环境问题及处理等情况。

督察组进驻时间为 12 月 9
日至 28 日。 其间设立专门值班
电话和专门邮政信箱，受理来电
来信举报，受理时间为进驻期间
每天 9:00 至 17:30。 ■黄兴

【四区环保举报联系方式】

<普陀区>
督察举报电话：021-56359435
专门邮政信箱： 上海市普陀区
333-05 邮政信箱 ， 邮政编码 ：

200333
<虹口区>

督察举报电话：021-56351858
专门邮政信箱： 上海市虹口区
086-033 邮政信箱 ， 邮政编码
200086

<杨浦区>
督察举报电话：021- 65249661
专门邮政信箱： 上海市A43301
号邮政信箱，邮政编码 200433

<崇明区>
督察举报电话：021-69353756
专门邮政信箱： 上海市 A15001
邮政信箱，邮政编码 202150

40年前在崇明岛结婚
海盐人怎么补办结婚证？

5类民生档案
在长三角可异地查档

本市启动第二批市级生态环保督察
督察组进驻时间为12月9日至28日

以建筑为载体，融合音乐、艺术、文化等元素，可阅读建筑变得鲜活起来。

上海老建筑设置二维码逾1300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