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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室内污染成“隐形杀手”

市人大代表建议推进公共空间室内“全屋空气净化”

人人都爱蓝天白云， 对空气污染说不。殊
不知，公共场所室内的空气污染比室外要严重
2?5倍，特殊情况下可达 100倍。中国标准化
协会调查结果显示，68％的疾病是由于室内空
气污染造成的。很多公共场所比如商场、医院、

超市、学校等，室内空气污染的程度比户外高
出很多倍。

室内空气污染成“隐形杀手”，如何促进公
共空间室内空气净化？几位市人大代表建议出
台相关法规和标准，加强购物、餐饮、休闲、娱
乐等公共场所的空气污染治理。

室内空气污染物不容忽视
上海连续滚动实施六轮共 18年的环保三

年行动计划，今年已进入第七轮。通过重拳治
理， 本市从最严重的 2013年 12月 7日 PM2.5

浓度突破每立方米 600微克，年均每立方米 57

微克， 下降至 2018年平均每立方米 39微克，

治理成效显著。

“但我们在治理大气污染时，可能忽视了
对公共场所空气污染的治理。”今年初，市人大
代表李飞康实地检测上海几家公共场所的空
气质量。在黄浦区一条主要商业街上，一家新
开张的大型百货公司三、四、五层，TVOC（总发
挥性有机物） 检测结果高达每立方米 525 微
克，达重度污染程度。另一家建材商厦二、三、

四层 TVOC检测结果为每立方米 256微克，属
中度污染，而徐汇区某家大型超市 TVOC检测
结果为每立方米 504 微克，属重度污染，其地
下停车库 TVOC每立方米达 369微克，属中度
偏高污染程度。

据了解，室内 TVOC主要是由建筑材料、室
内装饰材料及生活和办公用品等散发出来。目
前室内空气中存在着 500多种挥发性有机物，

其中致癌物质有 20多种，致病病毒 200多种。

除了 TVOC，PM2.5、PM10 等室内空气污
染物也不容忽视。此外，相对封闭的有限空间
更助长了附着在微颗粒上的微生物污染物，如
细菌、病毒、花粉和尘螨的繁殖和传播，尤其是
高度依赖人群和空气传播的甲型流感病毒等。

量子光催化涂层技术有优势
室内空气污染已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隐

形杀手”。 如何让市民在公共室内空间能呼吸
到健康、洁净的空气？市人大代表马梅认为，现
有室内空气净化技术的局限较大。“应该看到，

量子光催化涂层技术净化空气有显著优势。”

马梅介绍，量子光催化涂层技术是新型光催化
技术。 光催化技术最早来源于 1905年爱因斯
坦提出光电效应方程， 并在 1972年被日本科
学家藤岛昭发明为光催化环境技术，在日本建
筑外立面、高速公路路面、手术室等多个领域
得到广泛应用。

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量子光催化技术，在日
本技术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突破，处于国际领先
地位。“这项技术非常适用于大中型城市公共建
筑和设施的室内空气净化、 杀菌。” 马梅代表表
示，只要有可见光，这项技术就可持续高效去除
公共室内空间中的苯、 甲醛、 氨、VOC、PM2.5、

PM10等各类有害污染物，广谱杀灭各种霉菌、病
毒。工程应用也较为简单，只需简单的保护和前
期保洁等处理后就可进行喷涂。她建议，在上海
城市公共建筑和设施使用量子光催化涂层技术，

推进公共空间室内“全屋空气净化”。

制定地方标准推动产业发展
“环境保护和空气污染治理涉及千家万户，

关系到民众的寿命指数，更关系到民众的幸福指
数。”李飞康提出，世界各国都相当重视室内空气
污染问题。美国、加拿大、瑞士、芬兰等已将室内
空气污染归为危害人类健康的五大环境因素之
一，且都有一部对室内等公共场所比较健全的法
律，他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尽快对公共场所的空
气污染治理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马梅建议，研究制定上海市城市公共建筑和
设施室内空间的“全屋空气净化”三年行动计划。

先从学校、医院、公共厕所、轨道交通等开始，通
过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覆盖 100%的地铁及地铁
站、学校、医院、公共厕所。通过第二个三年行动
计划，实现全覆盖。”同时制定《上海城市公共建
筑和设施室内空气净化标准》， 引领全国大中型
城市包括国家大中型城市公共空间的室内空气
标准。

针对代表的建议，市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
上海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主要依据是《公共场
所卫生管理条例》和《上海市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卫生管理办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制定
年份较久远，已不能适应现阶段社会发展和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国家层面需加速开展修
订工作。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表示，近期住建
部正在起草修订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
境污染控制标准》， 并拟规定民用建筑初步装修
和全装修工程竣工验收，均应委托有相应检测资
质的检测机构进行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检测，符
合标准方能投入使用。

全市排摸出1357条无名道路，处于“三不管”状态，人大代表建议：

给失管无名路办“身份证”

在上海，有这样一些“无名道路”，既不
属于市政道路， 也不属于企业和社区内部
道路，处于“三不管”状态。今年市人代会
上， 市人大代表许丽萍盯着这些 “无名道
路”追问。

她拿出一组数据，本市有公共通行能力
的无名道路约 391 条， 累计 107 公里。“这
391条无名道路该怎么管？”在人代会代表建
议现场咨询时，她咨询了相关部门，对方表
示，“这种情况不少见，我们部门门口就有一
条无名道路。”

几个月过去，“无名道路”的失管现象是
否有所好转？ 承办部门如何办理这份建议？

他们首先做了细致排摸。事实上，本市无名
道路不止 391条，经全市排摸共有 1357条。

这 1357 条“无名道路”如何获得“身份证”，

如何纳入规范化管理？

不符合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
上海向来以精细化管理著称，这也体现

在市政道路的管理中， 无论是道路交通管
理，还是道路清洁工作等，各部门的工作边
界较明晰，协同作用的发挥也保障了道路功
能的完善。“但美中不足的是，上海还存在一
些无名道路。”许丽萍代表说。

这些无名道路处于尴尬的无序状态：

随意停车，交警不管，因为不在其职责范围
内，没有执法权；道路设施坏了，路政部门
不管，因为不属于其管理范畴，也缺乏财政
预算；物业公司也不管，因为不在小区管理
范畴。虽然几方都不管，但无名道路的破坏
性很强。比如无名道路一旦拥堵，消防车和
救护车就难以通行；无名道路设施坏了，会
导致污水外溢；无名道路乱象丛生，令周边
居民叫苦不迭。 市民常向 12345 热线反映
类似情况， 代表委员也曾多次提过相关建
议提案。

这些无名道路怎么来的？许丽萍调研发
现，部分小区与小区间的连接通道、厂区之
间道路、商业区、开发区等非规划范围内的
公共通道，其产权归属各不同。比如，普陀区
长寿路这段“无名路”原为国棉六厂的厂区
道路，全长 300多米、宽 7米，受限于权属性
质而难以命名。

“这样的‘三不管’现象或‘管不到位’

现象， 与目前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极不吻
合。”许丽萍认为，无名道路的管理为啥一
直难以解决， 是因为目前缺乏相关的细化
管理制度，部门之间职责尚不清晰，各级政

府也难以投入较多资金进行道路设施维护与
管理。 人代会上她提交了一份完善相关管理
制度的建议。

在人代会代表建议办理现场，许丽萍去找
相关部门咨询，对方说，无名道路本市有不少，

无名道路的移交、变更和命名，首先要有人“申
请”。 由无名道路权属单位向属地管理部门提
出移交申请，申请同意后，无名道路可以作为
城市道路，比如次干路、支路，由属地道路管理
机构负责养护管理。

符合命名条件的仅很少部分
市人代会结束不久， 这份建议即进入办

理程序。在承办部门看来，能否有效解决无名
道路“三不管”现象是对城市综合管理能力的
考验。

今年 3 月 6 日， 市政法委召集普陀区委
政法委，市住建委、市规资局、市交通委等单
位相关业务部门座谈。许丽萍也应邀前往，各
单位面对面交换意见， 一起梳理造成 “三不
管”现象的原因，共同探究“管起来”的对策思
路。与会单位认为，一部分无名且无主道路的
命名在具体实施中会面临“无申请主体”的尴
尬。“解决‘三不管’，现象当不拘泥于有名或
无名，而是以摸清现状和底数、分类施策管理
为实施路径。”

会后，政法委启动排摸底数工作。组织各
区委政法委发动各街镇、 乡村对辖区内无名、

无主道路进行排摸， 在各级部门共同努力下，

初步掌握目前本市各区 1357条无名道路的点
位、道路性质、规划建设等基本情况。“无名道
路的数量比我想象的要大，其中符合命名条件
的只有很少一部分，大部分无名道路要管起来
并没那么简单。”许丽萍说。

无名道路权属变更并非易事
无名道路的产生是城市进程中的产物。许

丽萍了解到，不仅在市区，农村也有不少这样
的无名道路，不少农场关停，原来属于农场的
路后来成了无人管的无名路。

而无名道路的移交和命名过程并不顺畅。

办理过程中， 承办部门讲到这样一个案例：有
个地块被分成两个小区来开发， 权属不同，而
小区中间一条路陷入“没人管”的境地，因为路
况脏乱差，遭到居民投诉，几经调解，这条路移
交给政府部门管理，很快有了新的命名，并实
施停车收费。后来，一位居民因乱停车被罚款，

但他很不解，“明明是我家门口的路，为啥要罚
我的款？” 这位居民通过律师打官司告政府部
门，打赢了这场官司。因为原来的土地权属变
更不符合法律程序。

“可见，无名道路的权属变更并非易事。”

在许丽萍看来，大部分居民是支持政府部门管
好无名道路的，那这个官司为何会输？因为少
走了一个法律程序。在 1000多条无名道路中，

不少涉及复杂的产权关系，道路移交程序有很
多波折。

而在实践中， 即使居民同意变更道路属
性，符合移交条件，也会遇到新问题。如果这条
道路破损严重，相关部门不肯承接，产权单位
或小区居民也不愿拿出钱来修路，问题就“卡”

住了。

“新的问题出来了，到底这种情况怎么管
理？”许丽萍认为，政府部门不能因难止步，“如
果因为产权、经费等问题坐视不管，任由这些
无名道路陷入‘三不管’，消防车开不进来，台
风来了污水横流，后果将不堪设想。”

“分类施策”关键看落实效果
“加强无名道路的管理，要鼓励先行先试。”

市住建委也提到一个案例：闵行区新虹街道空
港六路支路就是一条无名道路，由于历史遗留
道路权属等问题， 长久以来无人管理和养护，

造成这处“无名道路”周边环境脏乱差，机动
车、非机动车乱停放。

新虹街道依托街道现有资源，由社区管理
办、城管中队、综合养护公司等通过前期排摸，

并对道路两侧企业进行走访；多次组织召开相
关联席会议， 就道路两侧安装防撞隔离墩、修
复道路坑洼不平、 确保道路两侧企业机动车、

非机动车、 行人通行方便等方面达成共识，并
制定了可行性工作方案。经过软、硬件全面改
造提升和长效闭环管理，如今，这条无名道路
周边环境有了明显提升。“这说明，如果政府部
门主动作为，无名道路的管理并没有想象中那
么难，而如果拘泥于原来的做法，可能就会卡
壳。”许丽萍表示。

在这份建议的答复中，市政法委给出的对
策是“分类施策”管理：在 1357条无名道路中，

30.1%的道路已纳入市政规划，市政法委表示，

对于这部分道路，请权属单位按照《上海市地
名管理条例》 向地名管理部门提出命名申请，

随之转为城市道路后落实管理责任。

对于现阶段由于道路基础建设技术指标
不达标进不了市政规划的道路，属地街镇督促
道路权属部门按照技术指标建成符合标准的
道路后移交街镇接管，再由街镇作为权属部门
走命名程序。对于其他原因不能移交街镇的道
路，在分析原因后，尽可能找出可移交的路径，

走“移交?命名”程序。同时，请街镇落实属地
管理责任，通过委托养护公司、协议聘请第三
方单位等方式，进行托底管理。

■本报记者 王海燕

■本报记者 王海燕 中国标准化协会调查结果
显示，68％的疾病是由于室内空
气污染造成的。很多公共场所室
内空气污染程度比户外高出多
倍。黄浦区一家新开张的大型百
货公司三、四、五层，TVOC（总发
挥性有机物）检测结果高达每立
方米525微克，达重度污染程度。

格陵兰岛一天之内损失125亿吨冰盖
美国媒体质疑特朗普，有意购岛的同时是否重视气候变化

近日，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想要购买格陵
兰岛的传闻，让这座冰雪岛屿“火”了一把。然
而，格陵兰岛的另一个身份???气候变化的重
要“指标”，或许更应受到关注。

冰川崩解的警告
8月的某一天， 在格陵兰岛上一座名为库

鲁苏克的村庄里， 人们似乎听到了爆炸声。原
来， 这是五英里之外的冰川崩解发出的声音，

其体量相当于一座足球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CNN）报道，格陵兰岛本月 2日因融化损
失 125亿吨冰盖，这是历史上单日融冰量最大
的一次，也是对气候危机的又一次强烈警告。

库鲁苏克也是美国宇航局（NASA）OMG项
目的大本营。OMG既是 “海洋融化格陵兰”的
首字母缩写， 在口语中也有表达惊讶的意思。

项目命名者说，人类应该对气候变化感到惊讶
并予以关注。

海面上升的危险
今年夏天， 一股热浪炙烤美国和欧洲，随

后“一路北上”进军格陵兰岛。丹麦气象局发布
数据显示，7月格陵兰岛冰盖融化高达 1970亿
吨，是常年的 4 倍多。不断上升的气温和不断
加快的融冰速度经常成为新闻头条，也引起科
学家担忧。

科罗拉多大学的科学家泰德·斯坎博斯认
为，今年格陵兰冰川融水外流将致使全球海平
面上升约 1毫米， 这意味着约 3600亿吨水流
入北大西洋。“夏季气温再升高 1到 2摄氏度，

就意味着大面积的冰盖将开始融化。”

NASA海洋学家乔希·威利斯及其团队正
在调查不断上升的气温和不断变暖的海洋是
如何侵蚀冰层的。据悉，威利斯设计了 OMG这
个为期五年的研究项目。他的团队通过向冰川
投放探测器，获取数据，以了解格陵兰岛周围
水域如何变暖并导致冰川融化，以及这种变化
对人类未来意味着什么。

在格陵兰冰川底部，科学家发现了令人不
安的迹象———温暖的海水正在从冰层下面吞
噬着冰层。威利斯在《CBS今晨》节目中比喻说:

“我们通常认为格陵兰岛的冰像是一种上面有
吹风机的冰块， 但事实上， 冰块也在一壶水
中。”“海水也在变暖， 这两件事加在一起会导
致海平面上升， 其速度比我们预计的要快得
多。”

黑尔海姆是格陵兰岛最大的冰川之一，亦
是该岛东部流速最快的冰川之一。NASA 研究
人员说，像黑尔海姆这样的冰川，甚至像库鲁
苏克村庄周围的小型冰川，其威力足以使全球
海平面在短短一个月内上升 0.5毫米， 不容忽
视。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冰盖专家理查德·
艾黎表示，到 2100年，全球气温预计将比工业
化前的水平升高约 4摄氏度，届时可能跨过一
个临界点，无法阻止冰盖的完全或近乎完全消
失。“如果我们继续从化石燃料燃烧和其他过
程中快速排放二氧化碳，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
变暖几乎肯定可以达到这个温度。”

最近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
一项研究发现， 在高排放的情况下， 到 2100

年，格陵兰冰川融化可能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
多达 0.6米。

格陵兰岛看似遥远，但那里发生的一切将
对世界各地沿海地区产生影响。“格陵兰岛有
足够的冰使海平面上升 7.5米， 这一巨大冰量
将对全球海岸线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威利斯
说，“这里损失的 10亿吨冰使澳大利亚、 东南
亚、美国和欧洲的海平面上升。我们都被同一
片海洋连接在一起。”

特朗普学到了什么
资料显示， 格陵兰岛是世界最大岛屿，面

积约 220万平方公里， 其中约 80%被冰覆盖，

常住人口约 5.7万。 格陵兰岛亦是丹麦的自治
区，享有高度的内部自治权，但外交和国防事

务由丹麦政府掌管。据悉，渔业和丹麦政府的
财政补贴是这座岛的主要经济支柱。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之所以想买格陵
兰岛， 部分原因是对其丰富宝贵的自然资源
（矿产、石油、冰水和鱼类等）感兴趣，再加上当
地还有壮丽的自然景观。此外，格陵兰岛位于
北冰洋和大西洋之间的战略位置也被认为符
合美国安全利益。

不过，对于美方有意购买格陵兰岛，丹麦
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直言这一想法 “荒
谬”，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外交部也在社交网络
上明确表示拒绝。

《华盛顿邮报》指出，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
目前可能不会拥有格陵兰岛，但其政府做出的
决定将影响这座冰雪岛屿的命运和人类的命
运。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已经打破
了平衡，使格陵兰岛冰川融化成为全球海平面
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国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指出，特朗普
一向直言不讳地批评主流气候科学家。从全面
修订清洁能源计划到让美国退出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特朗普在任期间花了大
量时间来废除奥巴马时代的各种气候政策。不
过，皮尤研究中心最近一项研究显示，大多数
美国人现在认为，NASA的首要任务应该是监
测地球气候系统的关键部分，而不是把人送上
火星。

如果特朗普对格陵兰岛的兴趣主要与当
地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关，那么他几乎不可能忽
视或否认气候变化对这座岛的影响。 如今，这
里的夏天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生态系统
也在变化。 一些以前在冰水中很稀少的物种，

如鲭鱼，似乎已经增加。随着更多冰川崩解融
化到海洋中，大块浮冰可能会对船只通行带来
危险。

此外，阿拉斯加冻土消融、加州野火肆虐、

中西部地区洪水泛滥、沿海飓风破坏加剧……

都在影响美国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国民经济。

“如果这些问题还没有教会总统关于气候变化
的一两件事，那么，即使是购买格陵兰岛也可
能不会奏效。”《科学美国人》写道。

随着热浪变得越来越猛烈、 越来越频繁，

科学家担心大规模融冰将在未来更快、更频繁
地发生，从而导致全球海平面持续上升。但若
人类在未来 10年或 20年内大幅削减排放，格
陵兰岛、南极洲和其他地区海平面上升的总量
可能仍然有限。“无论谁‘拥有’格陵兰岛，时间
都在流逝。”《华盛顿邮报》写道。

■本报记者 陆依斐

曾被搬上品牌秀场，如今受模特博主宠爱

报纸图案成最新着装时尚
新华社特稿 智能手机普及让报纸日益远离人

们生活。今夏，一些模特儿、时尚达人和知名博主却
穿起报纸图案的衣服，让报纸图案成为众人眼中一
道风景，也让它以另一种方式成为时尚“头条”。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报纸图案首次成为媒体头
条是 2000年英国服装设计师把它搬上“迪奥”品牌
秀场。后来，热播影片《欲望都市 2》中女主角穿着报
纸图案的连衣裙出场，让报纸元素更加出名。今夏，

一些名模、 时尚达人等穿起报纸图案的泳衣、 连衣
裙、外套等拍照，让这一图案以另类方式“回归”。

22天内用错误的垃圾袋扔出 60袋垃圾

英女子因乱扔垃圾遭拘留
新华社特稿 英国一名 34岁女子琳赛·韦布因

违反扔生活垃圾法规而遭拘留。

这名女子居住在萨福克郡伊普斯威奇镇，依照
当地议会所定垃圾处理法规，生活垃圾应放入橙色
垃圾袋， 但韦布多次用黑色垃圾袋装生活垃圾。当
地媒体报道， 韦布在 22天内用错误颜色的垃圾袋
扔出 60大袋垃圾。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韦布辩称，她用错垃
圾袋颜色，是因为伊普斯威奇镇议会没有及时把橙
色垃圾袋送到她家。伊普斯威奇镇议会一名发言人
说，发现韦布违规后曾向她发出警告。镇议会起诉
韦布，法院两次向韦布发出传票，她都置之不理。

报道称韦布获得 6个月有条件释放，但须为处
理她违规丢弃的垃圾支付 50英镑。

戒烟时长与心血管系统修复相关联

戒烟五年发病风险降四成
新华社特稿 美国一项研究显示， 戒烟 5年可

将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将近 40%；如想将心血管疾
病风险降至与不吸烟者相同程度，需 5至 25年。

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中心研究人员分析 8770

名马萨诸塞州弗雷明汉市居民 1954年至 2014年数
据后得出上述结论。研究人员发现，与还没有戒烟的
重度吸烟者相比， 已经戒烟的重度吸烟者 5年内心
血管疾病发病风险可降低 39%。如果想将心血管疾
病发病风险降至与从未吸烟者相同的水平， 戒烟时
长因人而异，少则 5年，多则 25年。

研究人员指出， 美国现行临床指南认为戒烟 5

年者心血管疾病风险类似于不吸烟者，而这项研究
的发现与指南不一致。不过，对吸烟者而言，“哪怕
是吸烟数十年的‘老烟枪’戒烟，心血管系统开始以
较快速度康复。完全康复可能需要多年”。

一名女子带着孩子走在丹麦格陵兰岛一小镇的街道上。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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