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柏可林
不数不知道，一数吓一跳。“ 山寨”指

路牌，就像城市牛皮癣一样，仿制成交通
标志的样子，堂而皇之地高高悬挂在各个
区县道路上方，影响着市民的出行，也困
扰着相关管理和执法部门。

经过近两周的采访和调查，记者一步
步地走进广告利益链的深处。对需要打广
告的商家而言，一块蓝底白字的标牌，能
让来往的市民误认为这是官方指引，况且
广告费并不贵，一年才五万，何乐而不为？
对广告公司而言，从标牌生产厂家购得一
套牌子和立柱，也不过区区几千元，精明
的广告商又岂可放过其中的高利润差价？

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商家都有自己的
道理。然而，他们却忘了自己最基本的身
份：市民。

一块“ 山寨”指路牌，或许能为自己
带来上千上万元的利益，但却给这座城市

的市容市貌造成污染。道路指示牌是一座
城市的名片，尤其对于外来者来说，指示
牌的作用相当于“ 眼睛”。试想，一座在马
路旁立满各种商业信息标牌的城市，会让
人舒服吗？

采访过程中，记者多次与相关管理部
门沟通，深知管理部门的难处。作为全国
第一座出台关于道路指示牌管理办法的
城市，上海做了“ 吃螃蟹的人”。如果在管
理过程中，出现无暇顾及之处，市民应当
予以宽容，予以支持，予以鼓励。

其实，每日每 夜 ，总 有 负 相 关 职 责
的人员奔走在大街小巷，做着市民看
得见或看不见的工作。每一块消失的
违规标牌，都是各部门协调管理的结
果 。请 珍 惜 ，请 配 合 ，请 守 法 ，请 自 律 ，
因为你我都生在这座城，长在这座城，
共同担负着建设、维护和谐市容的义
务和职责。

酒店标牌形似
交通指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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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将对“ 山寨”指路牌进行专项整治
本报曝光的多处标牌已着手甄别 如违规将清理

蓝底白字，酷
似交通标志的”山
寨”指路牌在本市
并非个别现象。本
报连续多日对此展
开报道，引起相关
部门的高度重视。
昨天下午，本市城
乡建设和交通委员
会相关部门以及处
室就本市道路指示
牌的管理情况，召
开座谈会，并邀请
本报记者参加。路
政 和 城 管 部 门 表
示，针对本报曝光
的若干指示牌，已
着 手 进 行 检 查 甄
别，对违规设置的，
职能部门将依法予
以清理。

本报见习记者
柏可林

目前，本市道
路指示牌可以分为
两类：一类是道路
交通标志，是用图
形、颜色、符号与文
字，向交通参与者
传递特定信息，用
以指示、导向、警
告、控制和限定某
种交通行为的一种
交通管理设施，一
般设在路旁或悬挂
在道路的上方，使
交通参与者获得正
确的交通信息，主
要 是 为 驾 车 人 服
务。第二类是公共
服 务 设 施 指 示 标
志，是指设置在道
路范围内，用图形、
符号、文字或其组
合指示公共服务设
施方向（ 距离）的
非道路交通标志，
一般设置区域为人
流集散地、商业中
心区、旅游区等，是
为行人了解周边情
况提供方便。

上周二，本报曝光了某花园酒店设立
于杨浦区三个路段的标牌。蓝色的底，白
色的字，直行或转弯箭头，颇像官方设立
的交通指路牌。次日，公安部门以“ 违反交
通安全法”为依据，向该花园酒店下发整
改通知书。当晚，酒店自行拆除了违规标
牌。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违规标
牌并非个案。经多处走访，记者在本市长
宁区天山路、徐汇区漕溪北路、普陀区长
寿路、虹口区广灵四路新市路、闸北区恒
丰路等路段，都看见了仿制交通标志的

“ 山寨”指路牌。据不少市民反映：“ 一方
面，类似的违规标牌屡见不鲜、屡禁不止。
另一方面，违规标牌究竟是如何设立起来
的？该由谁整治？”

带着市民的困惑，记者进行了多方面

采访。同时，本报的报道也取得了相关职
能部门的高度重视。

据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介绍，近
期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将按照“ 先重
点后一般”的原则，组织各区管理部门和
城管执法部门，对区域内的重要地区和重
要道路，开展专项整治，对各类指示牌进
行调查、甄别与处置，对违反规定设置的
各类指示牌及时拆除或者整改，目标是各
类道路指示牌清晰、合理、美观，体现城市
服务系统的人性化。

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表示，欢迎
包括媒体在内的社会大众一起参与到城
市管理中来，任何单位和个人如发现违规
设置的道路指示牌，均可以通过“ 12319城
建服务热线”等方式，向相关管理部门举
报，由相关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进展：将对违规指示牌及时拆除或整改

2010年12月30日，市政府颁布第58号
令《 上海市道路指示牌管理规定》，明确
了道路指示牌可分为“ 道路交通标志”和

“ 公共服务设施指示标志”，由市城乡建
设和交通委员会负责对本市道路指示牌
工作的监督管理和综合协调，市路政局以
及区（ 县）道路管理部门负责其管辖范围
内公共服务设施指示标志的监督管理。

另外，根据《 上海市道路指示牌管理
规定》，只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才可以负
责道路交通标志的设置，市路政局或者区

（ 县）道路管理部门根据城市管理的需要
设置公共服务设施指示标志，制定相应的
设置方案并经市建交委同意后设置。

那么，针对本报曝光的“ 山寨”指路
牌现象，究竟该定义为“ 道路交通标志”，
还是“ 公共服务设施指示标志”呢？市城
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相关人士认为，类似

指路牌其实是擅自设立的指示牌，大多是
出于纯粹的商业性目的，“ 有些牌面上只
写了商家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甚至连为市
民指路的作用都谈不上。”

本报曝光的若干“ 山寨”指路牌，大
部分都位于各区（ 县）的道路上。因此根
据规定，区县道路管理部门负责对在区

（ 县）管公路及沿区（ 县）管公路公共绿
地上设置道路指示牌的行为进行查处；
区（ 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负责对
在沿城市道路公共绿地和区（ 县）管城
市道路上设置道路指示牌的行为进行查
处。“ 单位或者个人违规设置道路指示牌
的，由上述有关部门书面通知行为人在
十日内自行拆除；逾期未拆除的，由有关
部门予以拆除和处置；无法查明或者无
法确认行为人的，由有关部门直接予以
拆除和处置。”

分工：“ 山寨”指路牌管理部门很明确

道路指示牌可以提高市民出行效率
和秩序，更好发挥城市的综合职能，同时
体现了城市形象。然而，目前本市并没有
针对商业性质指示牌的审批程序，因此，
路面上大部分“ 山寨”指路牌均为商家违
规设立。

考虑到道路指示牌在城市建设中的
多功能作用，牵涉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路政部门、绿化市容部门等多个单位，因
而，在实际管理操作的过程中，必须充分
利用城市网格化管理平台，完善巡视发现
处置维护管理机制。

一位基层的城管队员曾告诉记者：
“ 我们在接到市民投诉举报后，会立刻到

现场查看，如情况属实，则与相关具有审
核认定资质的部门联系，进行倒查。相关
部门认定该标牌是否经合法审批，之后会
给我们一份‘ 双向认定书’，由我们城管

负责执法。”由此一来，公安交警、道路管
理以及城管之间，便形成了部门联动，各
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加大了对违规指示
牌的查处力度，确保及时发现、快速反应
和有效查处。

其实，早在世博年之前，乱设标牌的
现象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据介
绍，本市曾以世博会为契机，在迎世博
600天行动计划中，开展了多项道路指示
牌的整治工程，同时专门出台了《 上海市
人民政府关于清理整顿本市道路上指示
牌的通告》，并拆除违规道路指示牌3000
多块。

去年，虽然世博会降下了帷幕，但管
理工作仍在继续。为了巩固整治效果，建
立长效机制，市政府颁发了《 上海市道路
指示牌管理规定》。去年本市共拆除各类
道路违规指示标志1746块。

数据：去年拆除1746块违规标牌

任何法律法规在执行的过程中，总会
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 上海市道路指
示牌管理规定》也不例外。

根据规定，道路指示牌包括“ 道路交
通标志”和“ 公共服务设施指示标志”。规
定出台以来，已经有不少单位提出“ 设立
指示牌”的诉求，并且无一例外地都认为
自己属于“ 公共服务设施”范畴。界定越是
细化，需要纳入考虑范围的问题就越是多。

下一步，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表
示，将研究制定指示牌管理的实施细则和
设置标准。一是要完善设置与管理机制，
细化设置流程，明确维护管理内容，规范
公共服务设施指示标志等。二是要完善巡

查与发现机制，充分利用城市网格化管理
平台，完善巡视发现处置维护管理机制，
发现道路指示牌遭受污损或存在不安全
情况的，应当及时处置维护，保洁修复或
予以拆除，发现有违规设置道路指示牌的
应及时通知有关部门查处。三是要完善执
法与查处机制，加强公安、道路管理、城管
执法间的部门联动，各部门按各自职责加
大查处力度。

记者获悉，目前，相关细则正在加紧
制定之中。该细则出台后，将明确可以设
立指示牌的单位，引导并规范相关行为人
和管理部门，尽可能减少违规标牌的数
量，营造干净整洁的市容市貌。

探究：界定“ 公共服务设施”是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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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城市“ 牛皮癣”遮住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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