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已有 7 城市立法明确“ 室内全面禁烟
室内全面禁烟”
”
专家建议上海市莫开口子、
不留死角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中国疾
控中心、中国控烟协会 10 月 12 日在上海
联合召开公共场所控烟立法研讨会。记
者从会上获悉，近年来全国已有 18 个城
市颁发了地方性控烟法规，全国 《公共
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正在征求意见中。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杨杰在会上介
绍了对全国控烟立法城市的评估情况，
他说：“世界卫生组织 《烟草控制框架公
约》 明确指出：烟草烟雾危害健康，并
可导致多种疾病。预防烟草烟雾危害，
最有效的办法是在公共场所实现全面的
无烟立法。”2013 年至 2016 年，中国疾
控中心控烟办对全国已立法城市进行了
评估，结果显示，城市控烟法律规定室
内场所全面禁烟会使执法工作更简单、
更公平，投入成本更少，执法更容易，
减少了执法难度。而允许设置吸烟区或
吸烟室，则增加了执法的难度，且不能
有效避免烟草烟雾。
评估显示，随着法律的实施，公众

对于全面无烟环境立法的支持率有了明
显提高，无烟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在
已经立法的城市中，已有 7 个城市的法
规规定，室内工作场所、室内公共场所
和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杨杰说：“这些
立法城市中，既有经济发达的城市，如
北京、深圳，也有经济欠发达城市如兰
州等。这表明在我国通过立法实现全面
无烟城市已不是梦想。”
会上，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分
别介绍了各自实施法规的经验和存在的
问题。北京市控烟条例执行较好，据北
京市爱卫办副主任梅红光介绍，关键是
领导重视健全执行机制和加强执法队伍
建设，而法规规定室内全面禁烟，是保
障法律有效执行的前提。据悉，北京建
立了多部门协助的有效协调机制，发动
社会共管共治、民间参与、常抓不懈，
共同保障了法律的实施。北京的经验表
明，规定简单明确、可执行性强、易于
操作、室内场所全面无烟，是条例有效

实施的核心。
广州市控烟办副主任林少鹏说，广州
对违法个人实施罚款简化后，使执法监督
员容易操作，提高了执法效率。但是由于
部分场所可以设置吸烟室等的规定，加大
了执法难度，
增加了执法的成本。
即将进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三审的
《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引起了
与会专家的热议。该 《条例》 二审稿中
关于室内禁烟范围的规定是“室内公共
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
禁止吸烟。因生产经营和管理的特殊需
要按照要求设置的室内吸烟室或者在特
定场合需要发生的吸烟行为除外”
。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梁晓峰认为，这
样的规定一是不能有效避免室内的烟草
烟雾，二是不符合我国政府对 《烟草控制
框架公约》 的承诺。上海开这么大的口
子，不符合上海人注重健康的理念，也有
损上海的国际形象。
“ 希望上海把这个口
子封住，不留遗憾，也不要给全国和其他

省市控烟立法造成困难，更不要给已控烟
立法的城市执法造成困难。”梁晓峰说。
中国著名控烟专家、中国控烟协会原
常务副会长许桂华指出，
《公约》明确指出
只有室内全面禁烟才能避免烟草烟雾危
害，设置任何通风设备都无法避免烟草烟
雾危害。据复旦大学对 2004 名市民的调
查显示，有 80.8%的公众支持“室内公共
场所完全禁烟”，这体现上海公民对健康
的关切和对全面禁烟的诉求。二审稿所
指特殊场所概念不清，采取备案的方
式，不可行且极易导致扩大范围。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首都医
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支修益强调，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指出 80%的肺癌
与烟草烟雾有关，全面避免烟草烟雾污
染是肺癌防治最有效的方法。他希望即
将出台的上海公共场所控烟条例能够在
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面禁止吸
烟，切切不能留死角，上海应该为全国
控烟立法树立榜样。

青岛：
青岛
：
多维发力让公共出行更便捷
本报记者 刘

成

◁ 青岛市民
搭 乘“ 互 联 网 + 公
交”
快车。
曲秋平摄

公交车远距离运行时间长、乘车高峰
时车站人多车少、上下班挤在爆满的车厢
内动弹不得、下了公交车离家还有很远的
路……这些城市中普遍存在的公共出行
难题，让越来越多的人
“望公交色变”
。
面对这些城市难题，
青岛市多维度发
力，推动公共出行更加便捷。
“互联网+公
交快车”
“定制公交”
“区域快线”
“城村公
交”……创新做法不断涌现。青岛的公共
出行逐渐由难变易、由慢变快、由难受变
舒适。

▽ 从去年 9
月开始，青岛开通
了“ 大 鼻 子 ”校 车
定制线路，主要服
务于市区中小学
校。目前“定制校
车”数量已达到 89
辆，图为学生们正
在上车。
郑 轲摄

公交快车：全靠大数据支撑
“以前早晨天不亮就得坐上车，晚上
七八点才能到家。自从有了直通车，花在
路上的时间至少节约半小时。”家住青岛
市北部小北曲社区的张先生告诉记者，他
从老家烟台来青岛工作已经快 5 年了，刚
买房子不久就被调到市区上班，
长期过着
“南工北宿”的生活。
张先生所说的直通车，是青岛市“互
联网+公交快车”的模式之一。
“‘互联网+
公交快车’就是利用现有的公交线路，通
过互联网出行数据分析，在高峰时段采取
定时、定点发车和标准化运行，有效疏导
客流，形成为乘客提供方便、快捷、经济出
行的新公交运营模式，
可以有效满足高密
度出行中不同规模客群的出行需求。”青
岛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据统计，青岛市区现有公交车 6294
辆，运营公交线路 345 条，日均客运量达
274 万人次，有公交站点 12000 余个。据
悉，青岛公交集团目前共推出 5 种“公交
快车”模式。直达式：是指由始发站到终
点站，一站式服务，
中途不停靠；
两站直达
式：是指由始发站发车，中途停靠 1 个站
点，
再直达终点站；
跳跃式：是指根据客流
集中站点，由始发站发车，中途停靠少数
几个站点，行至终点站；直达+逐停式：是
指由始发站发车，一站式直达中途某站
点，然后逢站必停，到达终点站；逐停+直
达式：是指由始发站发车，
逢站必停，到达
中途某站点后，一站式到达终点站。
“哪条线路哪班车采取什么模式发
车，
都是基于大数据分析得来的。”青岛公
交集团宣传处处长胡瑞民给记者举例解
释：
“ 比如，经过数据分析，503 路线由书
城发往天泰城方向的晚高峰时段，
客流最
多的站点只有书城、卫校，其他站点上下
客流都较少，针对这种线路长、站点多且
客流分布不均的特点，公司安排下午 6
点发一班‘公交快车’，从书城站出发只
停靠卫校站，然后直达终点。如果把常
规公交比作普速火车，
这种快车模式就好
比高铁。”
大数据从何而来？
“ 核心车次数据日
均达 165 万条，IC 卡收费系统每天产生的
数据 130 万条，公交出行查询服务产生的
数据 150 万条，客服热线每年产生的访问
数据 50 万条。”青岛公交集团公共交通研
究院副院长杨希龙告诉记者，
“近期，我们
又对部分线路的车载收费机进行升级改
造，
实现了每一站的上客打卡人数的数据
实时上传到集团公司数据后台，为开通
‘公交快车’
提供依据”
。

记者从杨希龙打开的电脑数据库中
看到，每个站点每个时段的数据一目了
然。
“我们会根据这种每时、每日、每周、每
月、每年的数据分析，加之多年的工作经
验和现场调度实践，
确定每条线路的客流
高断面，为推出不同模式的‘互联网+公
交快车’的停靠站点提供最有力的依据。”
杨希龙介绍说，目前，青岛市推出了
“青岛
公交查询”等多款 APP，下载量达 50 多
万次。
据悉，从去年 8 月份以来，青岛已开
通“公交快车”36 条，年内计划达到 60 余
条。据测算，
同等环境下车辆通行速度提
高了 15%至 50%。
“ 未来我们将根据公交
专用道道路条件、乘客需求等因素，尽快
在所属的 300 条公交线路全面推开。”杨
希龙说。

定制公交：
便捷又舒适
乘坐公交车可否既便捷又舒适？青
岛交运集团创新的“定制公交”给出了肯
定的答案。所谓
“定制公交”，是根据乘客
的需求设定线路，
采用一站直达的公交服
务模式，具有定点、定车、定时、定价、定人
等与普通公交不同的特点，具备“一人一
座、一站直达、线路灵活”等优势。
早在 2013 年，青岛交运集团就注意
到此类乘车需求，
开始探索定制公交。通
过短信、电话和邮箱等途径，交运集团收
集了 8000 余名乘客的出行需求并进行
分析。当年 8 月 15 日，交运集团在全国
率先开通了专为上班族打造的两条定制
公交线路，单程运行 100 分钟，每月运行
21 个工作日，实行按月收费，每人每月
252 元，平均下来每天 12 元。
“定制公交”的票价虽然比普通公交
车高，但舒适度高、服务也好，车上配备了
4G 车载 WIFI 无线网络、车载空调、车载
电视广播、免费取阅报纸、免费矿泉水等，
乘坐公交开始变得舒适了。
“定制公交”一
开通，市场需求就异常火爆，
“逼着”交运
集团
“定制线路”开通一条又一条，
迄今已
经开通了 100 多条专线。
如今，
“定制公交”的链条延伸得越来
越长。从青岛火车站和青岛北站，
通往即
墨、城阳、黄岛定制公交线路的“摆渡公
交”，每天定点发车，
接送乘火车市民。

随着“定制公交”的全面铺开，互联
网+定制公交平台“交运行”也适时开通，
以微信公众号和手机 APP 为入口，目前
已拥有 80 多万“粉丝”，其中近 5 万人提
交了定制出行需求，1 万余名学生家长为
孩子提交了“定制校车”使用需求。
“青岛
‘定制公交’
能够稳步向前的一大原因，就
是通过这种对一个个市民提出的需求进
行共性合并后，满足了市民的出行需求。”
青岛交运集团客运管理部部长魏成说。

最后一公里：不再是难题
去年 8 月 31 日，在青岛西海岸新区，
由烟台前路发往嘉陵江东路的公交 807
路刚开通，便受到了沿线居民的欢迎，这
条运行里程只有 4 公里的“微公交”，让沿
线居民小区到周边商圈实现了无缝隙对
接。这是青岛为解决新建小区居民
“最后
一公里”出行难题而开通的
“微公交”——
不单线路“微”，车辆也“微”，采用了长近
6 米、宽近 3 米的 19 座公交车，适合在社
区 道 路 、支 路 甚 至 村 道 等 道 路 条 件 下
行驶。
在青岛，像这样的
“微公交”已开通了
20 多条线路。不单城市居民出行的“最
后一公里”在逐渐打通，农村也逐渐实现
“不出村坐上公交车”。即墨市是青岛最
先实现村村通公交的县级市，在全国首创
新型公交线路——城村公交，首批开通
35 条，使全市 1000 多个村庄的村民省去
了中间去乡镇的换乘环节，非常方便地坐

上了直达即墨市区的公交车。
“青岛市已确定在 2016 年底前基本
实现村村通公交，2018 年创建成为公交
都市示范城市。”青岛市交通委综合运输
管理处处长林积恩告诉记者，今年青岛市
将解决 326 个贫困偏远村通公交车问题。
去年 12 月，随着青岛地铁的开通，通
过公交和地铁的融合解决市民出行
“最后
一公里”，又成为新课题。不久前，
青岛市
首条为配套地铁开通的公交线路——18
路正式开通，这条线路与青岛地铁 3 号线
的长沙路出口衔接，解决了昌平馨园、德
丰路、蚌埠路一带居民出行难题，也给浮
山后一带居民换乘地铁带来了方便。
“我们已经与地铁公司结成战略联
盟，根据地铁开通路段的延伸，将实时调
整站点和线路。”胡瑞民告诉记者，
公交集
团正密切关注地铁沿线各条公交线路的
客流数据变化，根据客流需要，科学安排
行车班次，做好地铁配套服务，方便市民
出行。
“地铁把乘客送到站，公交要负责把
乘客送到家。”胡瑞民说。
据悉，青岛市正在通过“互联网+”，
把打通公共出行“最后一公里”普惠化。
目前，青岛市区 97.5%的公交车已纳入智
能调度平台，市民每天通过网站、手机查
询公交出行信息达到 150 万次以上。青
岛市交通运输委还在全力打造全市统一
的交通运输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一体化综
合交通信息手机 APP 应用也正在开发建
设中，届时将使公众出行信息查询的即时
性、准确性、丰富性提高到全新的水平。

留住
最近，一种传统小吃
“阿大葱
油饼”似乎成了“网红”。店主坚
守传统工艺制作，
每天限量供应，
据传已经有 30 多年历史，先是经
媒体报道后人气直线上升，慕名
而来的美食者纷至沓来、堵塞街
巷；却不料惊动了当地政府有关
部 门 ，因 涉 嫌 无 证 经 营 而 遭 关
停。剧情一波三折，
颇令人玩味。
小小一张葱油饼，到底有何
种魅力掀起如此波澜？有人云， 杜
其老味道代表了传统美食文化
铭
和地域文化。俗话说，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我国地大物博，每个
地方都有不同风味的民间美食，
比如兰州拉面、重庆小面之类。
或许它不像现在的诸多品牌连锁
餐饮企业那么规范、
“上档次”，却
深受当地群众欢迎。
可如今，像这样的老味道已
经越来越稀罕了。小吃是民间传
统文化的一部分。不光是民间小
吃，还有一些手工绝活儿，如年
画、皮影、吹糖人、剪纸、绢花、微
雕等，都逐渐成了“活化石”。
在现代工业文明的
“流水线”
作业下，我们越来越发现各个城
市之间的差别变小了，变得越来
越像了。放眼看去，
很多城市虽然越来越
“高端大气”，
可怎么看却都像整容的美女一般，
仿佛一个模子里刻出
来的；
到处是一样的连锁品牌、
一样的高楼大厦，
让人总
感觉少了一点
“味道”
，
更少了气质和灵魂。甚至连饮食
文化也是如此。这也就难怪人们会对童年时品尝过的
老味道念念不忘，
这是一种属于都市人的
“乡愁”
。
换一个角度看，不少传统民间技艺其实也是宝贵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需要传承下去，
我们的城市才能
多一点人情味儿，多一点人文底蕴。现代文明下工业
化大生产带来的便利我们固然需要，但传统手艺人的
那份匠心独运、那种来自“草根”的个性化与创造精神
也是构成多元都市文化的不可或缺之要素。
民间传统文化不应该被看成是负担，而应该看成
资源和财富。借用文化产业的概念，这些民间传统技
艺正是最具价值的“IP”，如果能好好保护、善加利用，
完全可以变成独具魅力的“城市名片”。
在寸土寸金的大城市里，民间手艺人谋生颇为不
易。飞涨的租金和成本，令一些小本生意很难经受起
波折；加之自身的局限性，
它们确实存在一些如无证经
营、
食品安全、
空气噪音污染、扰民等问题。对此，政府
既不能坐视不管、姑息迁就，但也不应该粗暴执法、一
棍子打死，而要给以出路。
这就需要政府增强主动服务意识，多引导企业合
法合规经营，
多点人性化关怀，想方设法帮助其解决实
际困难。这也是对其
“工匠精神”的肯定和褒奖。
留住特色小吃，我们的城市才能更有
“味儿”。

﹃
味道
﹄

沈阳：用智慧关爱农民工
本报记者 孙潜彤 通讯员 邱志杰
为城市建设作出巨大贡献，却感觉游离在城市边
缘——沈阳市工会部门组织的农民工需求调查显示，
农民工感觉难以融入城市是他们心中最大的隐忧。
为帮助解决农民工的“疏离感”，沈阳市结合新生
代农民工群体特点，创新服务理念，借智慧城市之力，
打造手机 APP 等新平台，全方位、多渠道为农民工提
供更贴心、更便捷、更人性化的服务。
沈阳有 70 多万农民工，大多从事建筑行业。由于
该行业按工程周期结算报酬，加之缺乏规范的劳动合
同，
每到年终岁尾欠薪问题便集中爆发，
成为农民工维
权的老大难。沈阳从农民工随身携带的手机打开突破
口，推出了集工地门禁自动识别、安全生产监控、社会
保障等功能于一体的
“智慧工地”管理系统。农民工每
天出入工地，
该系统自动拍照记录在档，
欠薪纠纷查无
依据的难题迎刃而解。目前，沈阳市已有 104 个建筑
工地安装使用该系统，
这些工地的欠薪案件大幅下降。
沈阳市总工会还着眼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需求，成
功开发了服务农民工的专属手机软件——
“爱异客”
APP，该软件注册人数已达 12 万人。借助该平台，农
民工通过手机就可随时随地加入工会，参加培训学习、
了解政策信息。同时，
建立
“沈阳市农民工之家”，在维
权、入会、帮扶等方面为农民工提供优质服务，并常年
开设电工、月嫂、面点师等常规培训，真正把“家”建在
了农民工身边，形成线上线下有效衔接互动，最大限度
地满足广大农民工的需求。
农民工李志华说：
“沈阳真关心咱农民工，现在大
家都知道有困难就上
‘爱异客’找工会，又方便又贴心，
让我们感受到了城市的温暖。”

考古场地也是景

故宫慈宁宫东院曾经是元、明、清三代的宫殿区，
近期为配合高压热力管线施工而开展了抢救性发掘。
地下考古发现了许多古代建筑遗存，现在这些考古现
场也成为步道旁边的展示景观，
文字、
图片和实物相配
合，
游客可边走边看。
庞铮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