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协委员：
调整产业结构
从根源上解决群租

本报讯 记者 朱文娟“ 你们的
这篇报道很好，能把报纸留给我
吗？”市政协委员、普陀区副区长景
莹在昨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 我们也希望能够解决群租问题，给
老百姓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25日，本报报道了中远两湾城业
主通过楼道自治、居民共管、自掏腰
包装“ 电梯智能系统”来缓解群租的
新方法。对于这一新方法，景莹认为，
业主们做得很好。“ 其实，自我管理
是最有效、最长效地解决群租问题的
办法。”景莹谈道，群租问题不仅仅
是乱扔垃圾问题，还有治安问题、消
防隐患等。但她同时坦言，采取安装

“ 电梯智能系统”、装探头等方法，群
租客仍然有空子可钻。“ 比如他们三
四个人领一张门卡，每天同进同出，
还是可以解除这一门禁的。”

景莹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群租
问题，首先要分析这一区域的人口结
构，即哪里来了这么多有群租需求的
人呢？她表示，必须从调整这一区域
的产业结构、改变人口结构、依据法
律法规等多管齐下才能解决群租问
题。“ 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需
要逐步调整产业结构。目前普陀区已
经启动相关调研，将来会考虑制定相
关规划。”但景莹认为，调整产业结
构将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 在现下
这段时间内，自我管理是最好的方
法，居民应加强监督，多与居委会、派
出所及相关部门多沟通。”

》热点回访

更多书面意见
选择网络提交

上海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昨天在
世博中心有条不紊地展开，记者欣喜
地发现，随着上海人大代表网的完
善，越来越多的代表选择通过网络提
交书面意见。少纸化的办公，也是践
行低碳环保的具体表现。

昨天下午2时许，人代会议案和
书面意见组在经过各个区县代表团
的初核后统计发现，已经有90余件书
面意见了。因为电子化的实现，这也
省去了一干记者为了“ 抢”新闻而拿
着代表书面意见争相奔走找复印机
的麻烦。前些年跑过人代会的记者都
会记得，代表书面意见和议案一出，
议案和书面意见组就成了记者最热
爱去的地方。但是那里效率不够高也
不够环保———频繁来往书面意见和
议案接待室，劳心劳力。如今，书面意
见和议案组还给新闻单位提供了网
络查询密码，直接点击，代表提了什
么书面意见和议案即可一览无余。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鼓励在线提
交除了少纸化、无纸化的考虑外，也
提升了政务效率。原来，这一举措的
另一好处是将大大增加后期交由人
大、“ 一府两院” 后的回复办理速度
和准确度。 记者 刘昕璐

花园傍晚6点关门给市民带来诸多不便
人大代表建议虹桥绿地中心花园推迟闭园时间

》代表建言

“ 我在虹桥商务区工作了10多
年，当初在新虹桥大厦上班时，可以
说是看着这个虹桥绿地建起来的，
之后又有了地铁10号线。”为什么一
个公共绿地的开放，会让人大代表
在 两 会 上 如 此 正 式 的 提 出 书 面 意
见？采访中，朱红代表告诉记者，对
于这一系列从无到有的“ 福利”，大
虹桥区域的白领、居民都是拍手叫
好的。

“ 很多年轻白领会选择在17：30
下班后，到绿地去跑跑步，感受一
下自然的气息；而赶着坐地铁回家

的人们，也只需穿越绿地，步行5分
钟就能到达地铁站了。”然后，朱红
代表略显遗憾地表示，这一切“ 美
好”的设想，只因为花园傍晚6：00
的闭园而成为“ 泡影”。“ 如此一
来，白领不仅少了一个休闲锻炼的
场地，还要耗费20分钟左右，绕一个
大圈子才能到达地铁站。因此，在
周边工作的白领都呼吁能否适当推
迟闭园时间，把这份福利的效益发
挥得更大。”

面对虹桥商务区周边白领的热
切期盼，朱红代表也做了一系列实

地走访调研。
“ 在调研过程中，我了解到，这个

绿地中心花园并非由官方建设的，而
是虹开发投资的，说到底就是一个企
业的公益行为。因此，它的管理模式
与一般意义上公共绿地还不一样。”
朱红代表透露，在与企业的沟通中，
企业方面也表示，当初投资建设这
个绿地中心花园，本意就是为了改
善周边居民、白领的生活环境，完全
是出于公益目的。“ 企业也是希望能
把好事做到最好，但落实到具体操
作层面，也是受制于资金、人力等多

方因素。”
据朱红代表透露，一旦花园延长

开放时间，首先牵涉到的就是人力成
本，管理人员的加班费用，其次，由于
绿地内所使用的水、电，都是按照工
业标准计费的，夜间照明同样也是一
笔不小的开支。

“ 事实上，撇开这些物质成本问
题，最令企业担心的还是一个治安问
题，毕竟这些所谓的花园保安其实就
是企业员工，没有任何的执法权。因
此，对于企业而言，要推迟闭园也确
实存在不小的难题。”朱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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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区延安西路上的“ 虹桥绿
地中心花园”的闭园时间为18：00，
给不少在虹桥商务区工作生活的
白领、居民造成诸多不便。建议将
闭园时间适当加以延后，可按季节
调整。如：春夏季（ 4月中旬至10月
中旬）为23：00闭园；秋冬季（ 10月
中旬至次年4月中旬） 为21：00闭
园。昨天，来自长宁区的市人大代表
朱红向大会提交了关于“ 适当推迟
虹桥绿地中心花园闭园时间”的书
面建议。

本报记者 顾卓敏
见习记者 周胜洁

为了解决因推迟闭园时间而有
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相应增加的
经济负担等问题，朱红代表在书面意
见中提出，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充实和增加园区的人力管理
力量。政府可适当从园林、绿化预算
经费中给予管理单位一定的费用，
以补贴现有园区管理人员的加班费
用；社区（ 街道、居委会），甚至动员
附近单位、小区成立一支旨在“ 维护
和管理园区秩序、卫生、安全”的志
愿者队伍。主要就是担任园区夜间

（ 18：00之后） 的执勤和巡逻任务，
对“ 死角”、事故易发区域等进行重
点监管，劝阻个别市民的不文明行
为（ 可制定 相 应 的 职 责 和 权 限 范
围）。对志愿者也要有一套相应的
审查、登记、备案、管理等制度和程
序。可由街道在区政府精神文明办
及区公安等部门的具体指导下开展
工作。

●政府可适当的拨款，给园区增
添一些技防设备、设施。也可以通过
社会募捐、社会支持，或由企业给予

一定的资金和物资上的赞助，保证园
区夜间的安全设施和监控设备等防
范器材设置到位。

●配备一些通讯器材，给管理人
员和志愿者使用。保持夜间整个园区
内的通讯联络畅通，使问题的发现和
处理及上报做到及时有效。

●必要的技术改造。由园区管理
单位或由政府招募一些企业或个人
对重点区域和地段（ 如：河道、小桥、
坡地、枝叶茂盛密集处）做一些技术
上的改进和处理，增添一些必要的导

向、防范隔离、救助等设置。
●由公安部门定期对园区进行

安全工作的检查和指导。可将其列入
街面治安防范的管辖范围，并与相关
部门一起制定一套安全防范措施和
突发事件应对处置预案。

●政府水电供应的支持。在电
力 供 应 上 应 给 予 适 当 的 优 惠 和 补
贴，予以保障园区夜间的必要的照
明和其他供电需求。对因推迟闭园
造 成 的 供 水 需 求 也 应 予 以 支 持 和
保障。

政府募集资金 解决夜间“ 人手”问题

临近闭园时间，游客陆续走出花园。 本报记者 丁嘉 摄

昨日下午，记者实地走访了新虹
桥中心花园，绿地三个出入口均在傍
晚6点关上了铁门。不少在花园里锻
炼的市民向记者表示，适当延长开放
时间更方便周边居民锻炼，“ 最好能
开放到晚上八九点。”

记者了解到，花园共有延安西
路、伊犁路和虹桥路三个入口。在伊
犁路入口处，记者看到门卫室外墙上
贴着蓝底白字的“ 开放时间”，7月1
日至9月30日闭园时间为19点，其余
月份闭园时间均为18点。傍晚6点刚
过，虹桥路路口处的保安便走出门卫

室，准时将绿色铁门关上了。
而在之前的一小时内，花园内的

市民已经陆续走出花园，在草地上追
逐嬉戏的孩子也跟随父母跑出了花
园，石板小路上只剩下健康快走的中
老年人和坚持跑步的两三位男士。逐
渐被暮色笼罩的花园亮起了路灯。

张阿姨正和丈夫沿着花园小路
散步。家住附近的她告诉记者，一般
夫妻俩在傍晚5点左右到花园，绕着
花园走上三四圈，持续到18点闭园。

说起闭园时间，张阿姨的确有些
意见：“ 关得太早了，像我们晚饭后想

散步，基本就无处可去，有时只能沿
着马路走走。所以我们就把运动散步
时间提早到晚饭前了。”

她觉得，中心花园既然是公共绿
地，就应该方便周围的居民锻炼。“ 延
迟开放到晚上八九点比较合适吧，到
了夏天，晚上还有不少小孩子来嬉
戏，那么早关门，我们无处锻炼，小孩
也没地方玩了。”

在此处锻炼了两年的顾老伯也
说，适当延长花园的开放时间，不但
方便老年人锻炼，也能方便周边上班
的孩子。“ 两年来也听说不少在虹桥

开发区上班的孩子抱怨花园关门太
早，他们只能绕路去坐10号线。”

原来虹桥开发区靠近新虹桥中
心花园延安西路入口，不少上班族
若需乘坐10号线回家，只需从延安
西路口进入径直穿过花园，从虹桥
路路口出来，便是10号线伊犁路站。
但多数“ 上班族”赶不及18点闭园
前穿过花园，只能绕远路。“ 绕花园
外围一圈该有多远啊！延长开放到
晚上9点，方便我们晚锻炼，也可以
方便上班的孩子回家。”顾老伯对记
者感叹道。

花园18点就关门 白领下班无法逛，坐地铁还要绕远路

记者走访后发现 许多市民希望延迟开放到晚9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