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山区区长范少军要求区交通委、巴士五公司负责人亲自去现场体验

最晚9月份，把增加早晚班次的事情解决

关于宝山区罗泾北地区公交覆盖不足、出
行不便的问题，昨天上午，做客 2019“夏令热
线·区长访谈”节目的宝山区委副书记、区长范
少军回应说：“对老百姓提出的问题马上就办！”

范少军说，居民关于远郊出行难的呼声区
政府听到了， 最近三个月已就此做了专题研
究。由于宝山没有自己的公交公司，是委托巴
士五公司运营管理，所以宝山增加了对巴士五
公司的补贴，要求增加公交频次。

节目连线宝山区交通委主任朱众伟。他介
绍， 交通委提出一个改进公交覆盖的方案：将
从陈行开出的宝山 31路往北延伸， 通过信达
蓝庭小区。31路可以衔接 7号线，一旦北延，可

以和宝山 81路形成交叉，弥补 81路间隔太长
的不足，争取早晚高峰缩短至 10至 15分钟一
班。范少军要求，宝山 31 路北延后要准点，班
次时间要接入公交电子显示牌。

至于从美兰湖开出的宝山81路末班车结束
太早这个问题，朱众伟称，已经和巴士五公司沟
通，巴士公司已在采购车辆、培训驾驶员。因为
具体乘客的数量暂时无法把握，考虑19时之后，

先延长1至2个班次，然后根据客流情况，再逐步
延后时间。 随后连线的巴士五公司营运部经理
崔宏云确认，上述措施已处于“到位”过程中，增
加车辆后，早高峰间隔也能一定程度缩短。

这些措施何时落地？朱众伟承诺，宝山 31

路北延伸到信达蓝庭 8月份可以实施；宝山 81

路增加班次及末班车延后， 预计 9月份实施，

第一步先覆盖 19时至 20时这一时间段。

范少军随后要求区交通委和巴士五公司两
位负责人，“亲自去体验一下，早班车、末班车要
去乘乘看，看看有多难。一定要把老百姓提出的
问题深切地体会到。”对于上述解决方案，也要
多听居民意见。 针对居民对于中运量公交的期
盼，范少军也要求区交通委“加强提前谋划”，同
时近远结合，“眼前的事情先解决。希望 8月份，

最晚 9月份，把增加早晚班次的事情解决。”

由于罗泾北地区位于上海与江苏交界处，

节目最后，范少军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将给罗
泾北的交通带来什么变化进行展望。 他说，罗
泾和太仓的道路打通后， 可以实现公交联运，

可以通过省际客运把整个沪太路沿线的公共
交通带活，“那就把罗泾的公交带活了。”

7月 22日将做客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全媒
体直播室的，是静安区区长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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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闲乐
通讯员 高远）在第三个“7·21

上海法院法官权益保障日”来
临前夕，昨天上午，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集中发布一批法
官权益保障典型案例。这些是
上海法院自 2018 年以来处置
的较有典型意义的法官权益
保障案例。

威胁辱骂法官受惩处
典型案例涉及扰乱法庭

秩序、 在法院内寻衅滋事、冲
击法庭、威胁辱骂法官等妨碍
司法人员依法履职或严重妨
碍诉讼秩序等情形，实施违法
行为的侵害人最终被判有期
徒刑以及司法拘留、 治安拘
留、罚款等相应惩处。

去年 1至 3月间，傅某因
不服法院执行生效民事判决
所实施的扣押措施，多次至上
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惠南
法庭，以法官不公为由，对法
院工作人员采取书面及口头
辱骂。3月 2日下午，傅某携喷
射油漆罐再次至惠南法庭门
口，在法庭门口立柱及附近地
面等处恶意喷涂 “法官不作
为”等字样。傅某在被法警带
至法庭调解室后，非但不听劝
阻，反而对法院多名工作人员
进行辱骂、恐吓，直至被赶到
的民警强行传唤至派出所。徐
汇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傅某
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六个月。

在另一起案件中， 当事
人孙某因不满判决结果，在
法庭内高声喧哗， 并企图强
行冲进办公区域， 被值班法
警和保安制止。 法庭庭长和
主审法官对孙某进行批评教育，向其解释判决
结果及依据，并告知其上诉权利及方式。孙某
离开后当日下午，又致电法官，表示对判决结
果不服，扬言要住到法官家中，并声称不会放
过法官。市公安局青浦分局依法对孙某作出治
安拘留三日的处罚。

不只是当事人， 旁听人员如果不遵守法庭
纪律，也会受到相应惩处。今年 4 月徐汇法院开
庭审理一起案件，旁听人员杨某系原告朋友，在
法庭上不遵守法庭秩序，数次辱骂、威胁法官。

在法官责令其离开后，仍冲到法官面前，辱骂、

威胁法官，法官和法官助理多次劝阻仍不停止，

导致法庭程序无法正常进行。 徐汇区人民法院
责令杨某当场具结悔过，并依法对其作出罚款五
万元的决定。

院长挂帅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
近年来，全国各省市侵害法官权益案件时有

发生。 在今年 4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的
《法官法》中，专门设立一章对法官履职保障作了
较为全面的规定，从立法高度对法官职业尊严和
人身安全的保护提出更具体的要求。上海高院在
原有工作基础上，更注重完善法官权益保障工作
相关机制和权益侵害事件处置流程，促进权益保
障工作不断优化升级。

上海高院坚持依法惩处与有效防范相结合，

从严管理与从优待警相结合，着力做好法官权益
保障工作。 目前全市三级法院均由党组书记、院
长担任本院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主任，并吸纳一
线法官代表加入，共同参与权益保障工作。在各
庭室还配备权益保障联络员，确保法官权益受侵
害时第一时间得到处置。

上海高院还梳理掌握可能侵害法官权益的
高风险案件，提前做好防范化解工作。对法官本
人或其近亲属遭受恐吓、侮辱、跟踪、骚扰等人身
威胁或实际侵害的，及时启动应对机制，针对不
同情形依法采取责令退出法庭、 强行带出法庭、

警告、训诫、责令具结悔过、罚款、拘留等措施；对
构成犯罪的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确保处置
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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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7时23分的宝山81路，是静安寺上班族小周的唯一选择，错过就意味着迟到

宝山区罗泾北地区公交覆盖不足，仅有的两三条公交线路间隔长、结束早、出行受限

安置房商品房连成片，2万人出行成难题

市民陈先生家住上海宝山区罗泾镇信
达蓝庭小区，入住不满一年。从小区出去，沿
蕴川公路沪太新路， 向北驱车 7 公里越过
“滨江大桥”就是江苏太仓。虽然是远郊，但
并不荒凉。经过最近几年的开发，3个商品房
小区和 7个安置房小区已连成片， 有居民 2

万人左右。整个社区环境优美，美中不足的
是出行太不方便。

现在居民出行主要依靠公交线路驳运
至轨交 7号线和 1号线的终点站。而小区旁
仅有的两三条公交线路都是由早年的乡村
巴士“变身”而来，不仅间隔时间长，结束时
间也早，出行限制很大。配套的公共交通何
时跟上地区发展？“解放热线·夏令行动”记
者进行了调查。

早高峰公交半小时一班
7月 15日一早，记者驱车前往罗泾镇体

验居民们的早高峰出行。车沿沪太公路一路
向北，过了罗店镇，路边就较少看到小区，但
再向北一过陈川路， 小区反倒密集起来。打
开地图查看， 罗泾公园周围一圈小区不少。

既有宝虹家园、宝通家园、宝悦家苑等保障
房小区，亦有北郊一号、金色宝邸、信达蓝庭
这样的新建商品房小区。

这里的居民出行靠什么？要么在西侧的
萧月路上乘坐宝山 6路到富锦路换乘轨交 1

号线， 要么在东侧的潘泾路上乘坐宝山 81

路到美兰湖换乘轨交 7号线。两条线路中，7

号线美兰湖站相对较近，“上班族”大多选择
乘坐宝山 81路通勤。但相比 10分钟一班的
宝山 6路，宝山 81路的间隔有点长。

宝山 81路从北侧的杨桥村驶出， 沿潘
泾路一路向南， 最终抵达罗芬路美丹路，连
通美兰湖站。上午 7 时 20 分，潘泾路、潘新
路路口南侧的公交站上， 有约 30名乘客站
成一溜，翘首等待宝山 81路到来。

乘客小周说，“半个小时才有一班，因此
这班车我必须赶上。” 他指着公交站牌下方
的时刻表解释，7 时 23 分会有一班宝山 81

路进站，这对于 9时必须赶到静安寺附近上
班的他来说是唯一选择，“40分钟到美兰湖，

再坐 50分钟轨交，时间正正好。”一旦错过，

下一班宝山 81路要等到 7时 53分才会来。

7时 23分，宝山 81路准时进站，乘客鱼贯上
车，把原本空荡荡的车厢挤满……7时 53分
这班车，20余名乘客看起来依然是上班族为
主。或许因为熟悉公交班次，附近居民大多
掐着点赶到公交站，以减少候车时间。

一旦错过倒车费时费力
8时 23分宝山 81路前脚刚开走， 居民

小王一头大汗赶了过来。 一看下一班车要 8

时 53分才能抵达， 她靠在候车亭的广告屏
边，刷着手机打发时间。小王住在这片小区
最西侧的罗宁欣苑，以前都是乘坐宝山 6路
换乘轨交 1号线。因为工作地点调整到普陀
区曹杨路附近，7 月 15 日她首次乘坐宝山

81 路。“8 时刚过就从家里出来了，1.2 公里走
过来。”眼看赶不上 10 时的上班时间，第一天
就要迟到，她有些沮丧。

攀谈中， 小王表达对通勤时间过长的不
满。她此前在中山公园龙之梦上班，乘坐宝山 6

路换乘轨交 1号线到上海火车站、再换乘 3号
线到中山公园，路上时间超过 2 个小时，更换
工作地点就是希望上班路上时间缩短些。

9时 40分， 记者打算乘坐宝山 81路返回
市区。此时高峰已过，宝山 81路的间隔被拉长
到 70分钟一班， 下一辆车要 10时 38分才进
站。有居民建议记者“倒车”，即在宝山 81路的
同一站点，乘坐宝山 86路到宝山陈行，再换乘
宝山 31路到美兰湖站。10时， 记者在潘泾路、

潘新路乘上宝山 86路。10时 13分， 记者到达
陈行站。下车后往前走几步，就是宝山 31路终
点站。10时 31分， 等候将近 20分钟后， 宝山
31路才发车。13站后，11时， 记者终于抵达美
兰湖轨交站，总共用时 1小时 20分钟。

晚上末班车19时就没了
相比早高峰出行，晚上回去更麻烦。因为

宝山 81路向北的营运 19时就结束了。

7月 16日晚高峰，记者再次来到美兰湖站

东侧的公交枢纽， 体验乘坐宝山 81路返回罗
泾。在公交站，记者找到一块发车时刻表，上面
显示，晚高峰时宝山 81路仅有 3班车，分别是
17时 15分、18时、19时。

记者赶到美兰湖时已是 17时 30分，站台
空无一人。18时这班车，乘客寥寥无几，上班族
这个点大多刚刚下班。18时 30分刚过，站台一
下子来了好多乘客。18时 45分，站台上已排起
长队。末班宝山 81路车辆此时已经进站，车门
却锁着，乘客只好在站台消磨时间。

18时 55分， 宝山 81路站台上挤满乘客。

临近发车时间，仍有不少乘客匆忙赶来。直到
最后 1分钟， 仍有乘客卡着点奔上车。19时一
到，末班车准时出发。两名乘客姗姗来迟，站台
早已“车去人空”。两人说是第一次乘坐宝山 81

路，原本计划此后每天乘坐，但 19时的末班车
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赶上， 只能另做打算。

不久，又一名乘客出现在宝山 81路车站，他说
偶尔乘坐 81路，未注意末班车时刻表。没赶上
19时的末班车，回罗泾北只能乘坐宝山 31路、

再换乘宝山 86路。

居民建议增加线路班次
金岳英是宝通家园居民区党支部书记，曾

担任过宝山区人大代表，呼吁改善整个地区的
公交出行是她每年必做的“工作”之一。最近几
年来，罗泾镇入住居民越来越多。居民上班、看
病、购物出行，全部依赖公交车，仅仅依靠“乡
村巴士”水准的这一两条线路可不行。

在日前召开的居民代表沟通会上，不少居
民建议，首先要增加早高峰宝山81路的频次，至
少要保证10至15分钟有一班车。 晚高峰返程也
建议大幅延后末班车时间， 至少应该延长至20

时。 晚高峰的发车时刻表建议为18时、18时30

分、18时45分、19时15分、20时各开一班， 保障
居民顺利回家。此外，居民还建议，除宝山81路
外， 是否可以考虑再增设一到两条与轨交7号
线对接的线路，与宝山81路交替发车；或将宝
山31路向北延伸，覆盖罗泾北部居民的出行。

沟通会上， 宝山区交通委承诺会吸收建
议，尽快落实。居民们希
望，落实得快一些。此外，

一直有传言说宝山将推
出区域内中运量交通。居
民们呼吁：从长远来看，

如果中运量交通确定要
建设， 能否覆盖到罗泾
地区。

■本报记者 毛锦伟 实习生 盛晓馨

区长访谈

■本报记者 毛锦伟
实 习 生 荆翘楚 盛晓馨

宝山 81路美兰湖站 19时的末班车，不少乘客赶不上。 盛晓馨 摄7时10分，上班族们在站点排队等候宝山81路进站。 毛锦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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