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出摊去。”“上海摊。”“已
经开始馋了，好想吃路边的烤冷面
烤肠烤红薯鸡蛋灌饼煎饼果
子。”……新修订的《上海市市容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今天开始实施，
“路边摊”也成了社交媒体上这两
天网友热议的话题。

上海人对于“路边摊”有着特
殊的感情。上了年纪的市民记忆
中，总归有几条马路的地摊是难以
忘记的：太原路邮币卡露天市场，
一个个小小的摊位上，邮币卡市值
可能达到几十万；虬江路跳蚤市
场，有音箱、电脑、手表和各种手工
艺品，琳琅满目，慢慢逛、仔细找,

总能寻到自己心仪的物件……
路边摊四处开花，为城市带来

“烟火气”的同时，噪声、卫生、安全
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就像很多人喜
欢夜排档小吃，但谁都不希望小吃
街放在家门口一样，上海的路边摊
在城市更新中，逐渐失去了以往的
“辉煌”。来自市绿化市容局的数
据显示：2007年，上海中心城区的
设摊数量约4.7万个，到了2021

年只剩下约4700个了。
对于路边摊，上海一直坚持

“疏堵结合”的管理原则，所以，一
些网友认为“《上海市市容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实施，是‘全面解禁’

路边摊”，并不全面。今天起，路边
摊也不是“全面放开”，记者注意
到，《条例》中治理无序设摊处罚金
额显著上调，处罚下限上调至100

元，上限上调至1000元。
一些渐受欢迎、有助于烟火气

回归的新商业业态，比如市民集
市、创意夜市、分时步行街、外摆位
等，被纳入法规的管理范畴，这是
新版《条例》的一大创新。但光有
“形”无法长久，内容始终是路边摊
的核心。当年上海的路边摊之所
以火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
符合市民的生活节奏和消费习惯，
就像当年不少路边摊都经营二手

货，就与上海人精打细算、会过日
子有着很大的关系。

今天的“上海摊”要重现辉煌，
更多的是要考虑与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结合，传承社区文脉和集体记
忆，就像不久前举行的“凯田集荟 ·

惊喜长宁”分时步行街上，不仅有
常见的鲜花铺、首饰店、手作店，还
能看到盒马、拼多多、菜小睿、国美
的摊位，就连家政、维修服务都能
找到。在虹口的“国潮四季”非遗
市集，多个虹口非遗传承项目在完
整保留石库门里弄特色的今潮8弄
举行，让市民有更沉浸式的体验。

放眼全球各大城市，路边摊已

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柏林的跳
蚤市场遍布整个城市，大部分市场
都在周末开放；东京代代木公园定期
举办的跳蚤市场是日本历史最悠久
的，规模最大的时候有将近800个摊
位，高峰期客流量达到几万人……这
些城市的地摊并非一成不变，会随着
城市功能的转变更新，衍生出更多
的形式，展现城市特色和管理智慧。

兜兜“上海摊”，闻闻“烟火
气”。新修订的《上海市市容环境
卫生管理条例》将让特色摊点、集
中夜市逐步走上正轨，为城市繁
荣作出应有的贡献，让广大市民
受益。

兜兜“上海摊”闻闻“烟火气”
方 翔

新民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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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夜上海，不能少了烟火气
新版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今起施行

由本报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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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郜阳）从上

周五到本周，临港新片区的高校

忙碌又热闹，研讨会、推进大会一

场接着一场，都围绕着四个字的

关键词：产教融合。

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

新链如何有效衔接？这张试卷，

申城大学已经答了很多年，也总

结出不少经验。而在临港，“两海

两电一桥”五所高校不约而同选

定答案：产教融合。

临港能不能成为产教融合的

“机床”？这个问题，学校曾经困

惑，企业也不无担心。去年，临港

有五个案例获评教育部年度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典型案例，“两海两

电一桥”都榜上有名，包括上海海

事大学与振华重工、远洋海运等

开展产教融合项目，上海电力大

学与特斯拉合作探索“订单培养”

以及上海建桥学院与南麟集成电

路公司共建“集成电路设计封装

测试”产教融合基地等。

“临港新片区作为首批国家

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有深化产教

融合的良好基础条件，集聚了应

用型高校等教育资源；培育了全

市最多的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

有丰富的产业园区、实训基地和

应用场景。”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发

改处处长吴群峰的发言，让人们

把临港和产教融合联系了起来。

今天，临港深化产教融合的

步子越迈越大，越迈越快，释放了

怎样的信号？“提高临港新片区教

育质量”“扩大就业创业”“推进产

业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

能”“提升科技创新竞争力”……

与会专家要么是高校掌舵人，要

么是知名企业的一把手，从他们

的高频词里，不难感受到对这片

热土推动产教融合未来的信心。

“把新片区打造成为培育能

工巧匠的摇篮，技能型社会建设

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样板。”吴群

峰这样概括。

在上海电机学院的产教融合

推进大会上，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上海电气集团、上海临港集团、积

塔半导体、中国商飞上飞公司等

政企代表纷纷坐上签约席。院长

龚思怡带来“一田四地”新构思。

所谓“一田”，即指建设产教融合

制度创新试验田，为新片区产教

融合制度创新探索新路；“四地”

更加细分：卓越现场工程师培养

基地、产教融合型师资队伍建设

基地、新型研发机构培育基地、科

技创新成果转化基地。“为了对接

国家重大战略和新片区产业布

局，学校将对学科专业进行新一

轮优化调整，聚力打造高端装备

制造、能源动力、电机电控、人工

智能、新材料、现代服务等高水平

特色专业群。”龚思怡告诉记者。

在临港，产教融合已经驶上

快车道；但显然，政企校考虑的是

更远的将来——

问题依然存在：重点行业企

业用工存在较大缺口；临港新片

区院校毕业生临港就业比例不

高，核心技能岗位缺口约1/6；特

殊经济功能专业化人才不足……

“进一步围绕新片区产业需求，支

持建设一批具有一定能级和规模

的产教融合示范基地，支持建设

一批具有一定全方位多层次的产

业人才队伍。”新片区管委会专职

副主任、南汇新城镇党委书记苗

挺从制度层面为校企注入“强心

剂”，“管委会将支持区域内高校

按照行业企业对高层次专业技术

人才的实际需求，开展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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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港新片区五所高校瞄准目标

产教融合培育新一代能工巧匠

既要增添城市的烟火气，又要

确保市容整洁有序，这道“必答题”

如何作答？今起施行的《上海市市

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将如何监

管路边摊、外摆位等新业态，市民

非常关注。记者昨天从上海绿化

市容部门获悉，相关部门正在制订

进一步规范新时期设摊经营活动

的指导意见，以更好地管理各种新

业态。

“疏堵结合”
新版《条例》中，最引人关注的

是第21条。在对无序设摊和跨门

经营明确禁止之后，又增添了两

点：首先，明确区政府在综合考虑

市容环境卫生、交通安全、公共安

全、消费需求等因素基础上，可以

划定一定的城市公共区域用于从

事经营活动，增加“烟火气”。其

次，明确乡镇人民政府在结合本辖

区农业资源条件、农产品品种特点

等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可以划定一

定的公共区域，供农村村民以及家

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经营主体销

售自产的农副产品，村民及各经营

主体应当遵守公共区域内的市容

环境卫生要求。

由此，有市民认为这代表着上

海对路边摊“全面放开”。对此，市

容管理部门表示，这是误解。“从

2002年第一版条例，到如今的修

订版，对于无序设摊的治理，上海

一直坚持‘疏堵结合’的原则。所

以，不存在‘全面禁止’和‘全面放

开’这两个一刀切的概念。”市绿化

市容局市容处副处长沈懿表示。

他透露，2007年上海中心城

区的设摊数量约4.7万个，2021年

约4700个。以往大规模的、市民

投诉较多的乱设摊点位不复存在，

这是上海坚持“疏堵结合”整治乱

设摊的成果。

“一点一策”
那么，新版《条例》对于烟火气

的“宽容”，体现在哪儿？沈懿表

示，《条例》施行后，一些渐受欢迎、

有助于烟火气回归的新商业业态，

比如市民集市、创意夜市、分时步

行街、外摆位等，被纳入法规的管

理范畴之内。这是一大创新，但

“放开”的尺度也是管理难点。

沈懿表示，不能把原来的“乱

设摊”“跨门经营”和如今的新型设

摊经营模式画等号，这是两种不同

的概念：“比如，一般超出门窗经营

被认为是跨门营业，按条例须处

罚。但在划定的区域内，外摆位可

被界定为不违法。”

那么，谁来确定业态、划定范

围？实际监管中，业态、区域的划

定将由区政府会同市相关部门，根

据实际情况、位置、布局等一起确

立，涉及农副产品的可由乡镇人民

政府划定。市容部门也正在制订

关于进一步规范新时期设摊经营

活动的指导意见，明年第一季度前

就将出台。

“按‘人民城市’理念，业态、时

段、范围应充分听取人民意愿，满

足群众需求。我们不是为了管理

方便而放开，而是为了百姓需要而

放开，设摊也应是‘一点一策’。”市

绿化市容局副局长唐家富表示，上

海需要的是有序、适度、有烟火气

的设摊，平衡须靠政府、企业、社

会、市民共同努力。

24小时公厕
即将施行的新版《条例》中，还

落实了对市容环境卫生的精细化

管理，注重公厕人性化提升。比

如，要求新建、改建公共厕所设置

无障碍厕间，优化男女厕位配置

比例，加强适老化、适幼化设施设

备配备；在大型商场、文化体育场

馆、旅游景点、公园等人流密集场

所新建、改建的公共厕所，要设置

第三卫生间；要求具备条件的政

府投资建设的公共厕所实行24

小时开放；鼓励沿街单位厕所向

公众开放等。

“今后公厕内要加装扶手、无

障碍设施，降低报警按钮的高度，

让老人们走得进、坐得下，安全而

有尊严地独立如厕。而在‘适幼

化改造’方面，儿童洗脸台不仅高

度要降低，离身体的距离也应缩

短。”唐家富举例说，“为了服务夜

经济，具备条件的公厕都应24小

时开放。”

下一步，绿化市容局将抓好

《条例》配套政策标准的制定实

施。目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景

观照明规划、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

划、环卫设施专项规划、市容环境

质量评价体系、主要道路和景观区

域范围、环境卫生作业服务规范等

11项已有制度标准，景观照明技术

规范已完成编制，将与《条例》同步

施行。市容环境卫生信用管理制

度、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技术规范、

市容保障服务规范等正在推进中。

本报记者 金旻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