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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您认为当下对 “一江一河”

进行立法的原因是什么？

许丽萍： 首先，上海已颁布“一江一

河”沿岸地区建设规划（2018-2035），但

规划是导向性的， 如何落地就需要刚性

的法律保障。第二，目前公共空间管理法

律仍处于空白状态，我们有水法、河道条

例、航道条例等许多法律，但没有关于公

共空间的独立法律。此外，“一江一河”区

域包括水体、岸线和公共空间，它是上海

最珍贵的资源， 建设与管理标准理应也

高于其它区域。标准高了，精细化的程度

也应该提高。 我们曾就这个问题咨询过

法学家和城市管理学专家， 他们认为，

为上海这样特定的滨水区域专门立法具

有必要性， 而且也有紧迫性。 贯通“一

江一河”， 不仅能为市民提供健身、 漫

步通道， 更重要是打造高品质区域， 从

而提升上海的城市形象。 所以说， 用一

部法律保障愿景目标实现是必要的。

记者 ： “一江一河 ” 立法的过程

中， 我们会碰到哪些难点问题？

许丽萍： 关于“一江一河” 立法范

围， 大多数代表委员和专家认为， 立法

范围不仅要覆盖水体， 还涉及公共空间

管理， 以及周边业态。 这样的特定区域

立法在国内尚属首次， 无同类法律可供

借鉴， 立法难度大。 其次， 这部法涉及

到的管理部门相当多， 包括区级属地化

管理职责， 各方职责边界要厘清。 在

“一江一河” 公共空间建成后， 需要将

功能与文化融合、 文化和产业融合， 就

此产生的新业态、 新模式需要政府职能

部门的协同。 此外，“一江一河”立法中，

不同群体的诉求多元， 如何平衡各方利

益，取得最大公约数面临挑战。这其中包

括公权与私权的平衡问题。比如，黄浦江

沿岸的土地，大部分是国家的，也有企业

和社区的， 如果在公共空间开展合规的

商业活动，还面临商业利益的共享问题。

多元主体中的权利责任义务及未来的费

用投入机制问题需要慎重考虑。

记者： 在这部法律中， 有哪些关键

点？

许丽萍： 第一就是顶层设计与功能

定位。 需要考虑未来五年、 十年甚至二

十年的长远发展问题。 我们需要将“一

江一河” 发展融入上海的城市发展， 为

高品质生活高质量发展助力。

在管理上， 目前上海有“一江一

河” 办 （设在市住建委）， 在统筹与协

调中也遇到一些问题。 各区属地化管

理， 责任大、 热情高， 那“一江一河”

办到底有什么权力呢？ 如果统筹力与协

同力不够容易导致功能碎片化。 我认

为， 要给“一江一河” 办赋能赋权。

在管理支撑方面， 我们考虑可以建

立三个支持系统， 围绕“一江一河” 综

合专家智库、 “一江一河” 研究中心、

数字化转型大平台， 在一网统管下设

“一江一河” 模块， 提升管理决策的科

学性与管理效率。

其次， 要用政府的有效指导， 托起

社会共治的新格局。 公共空间共治和社

区共治不同， 如何激发社会力量 （包括

沿线企业与居民、 志愿者、 社会专业机

构） 参与是一篇大文章， 做好了就会成

为公共空间治理的新典范。

关于科技赋能标准引领，“一江一

河”应成为科研成果转化的重要基地。我

们建议构建“管理标准 + 技术标准”双

体系，把标准体系建好，科技用好，它将

成为特大城市公共区域精细化管理的样

板，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案和上海智慧。

记者： 这部法律将会对上海， 对上

海市民生活产生哪些影响？

许丽萍 ： 对城市来说， “一江一

河” 立法将明晰功能定位、 管理矩阵，

保障规划目标实施， 显著提升城市管理

精细化水平； 立法会推动公共空间设施

更加完善， 更加便捷， 体现以人为本的

理念， 老百姓很乐于看到能够有一个有

序、 安全、 便捷、 舒适的公共空间， 这

会切实提升生活品质， 并促进周边新业

态发展。 我认为还有一个很大的价值

是， 通过精细化管理， 提升“一江一

河” 区域品质， 从而进一步提升整个上

海的城市形象和品牌影响力， 推动城市

高质量发展。

两
会 访谈

如何实现对黄浦江苏州河的精细化管理？ 许丽萍代表：

一江一河蓝图已绘 落地仍需法治支撑

□法治报记者 翟梦丽 陈颖婷

黄浦江和苏州河是上海的母亲河， 沿岸核心区域公共空间的贯通， 受到市民点赞。 未来“一江一河” 滨水空间如何实现精细

化管理、 体现以人为本理念、 彰显城市品质、 促进高质量发展， 需要法制保障。 今年的两会上， 市人大代表、 上海勘察设计研究

院 （集团） 有限公司资深总工程师许丽萍代表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制定 《上海黄浦江苏州河滨水空间管理条例》 的议案。 昨天，

记者就这一议案对她进行了专访。

□法治报记者 夏天 胡蝶飞

“上海应该在全国率先编撰和颁布

一部‘城市法典’， 形成‘一法通识’，

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在去

年上海“两会” 的一场专题会议上， 市

政协常委胡光的发言掷地有声， 引发热

议。

去年， 胡光向市政协递交了关于编

撰“上海城市法典” 的提案， 并得到了

市委主要领导的重视， 胡光还就此作了

详细汇报。

在今年上海“两会” 开幕前夕， 这

一“声音” 有了回响。 一部收录了上海

800 余篇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 政府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的“上海城市法规全

书” 正式开通上线。 市民、 企业通过手

机、 电脑等多平台， 即可使用全书的高

级检索功能， 解答各种常见的法律疑

惑。

正在召开的上海“两会” 上， 胡光

委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 ： 今年看到这本城市法规全

书， 有什么感想？

胡光： 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

市司法局有力推进了这一构想的落地，

我感到十分欣慰。 希望这部城市法规全

书能成为上海市民和企业的法治版

“十万个为什么”。

记者： 城市法规全书将为市民和企

业的生产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

胡光： 法规全书的上线， 让我们告

别了之前的“抽屉法规”，让法律走进人

们的手中、心中，让法律变得更透明、可

触及。 同时，有了法规全书，也对政府各

部门及时公开最新政策提出了更高要

求，以此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和透明行政。

法规全书不是简单的法规“流水

账”， 而是一部划分出不同使用人群，

不同使用场景的法治“百科全书”。

例如在使用人群方面， 全书分出了

市民篇、 企业篇、 政府篇； 在使用场景

方面， 市民篇下又列出了“生育户口”

“教育” “婚姻家庭” 等不同领域。 希

望这样的分门别类， 能帮助市民和企业

迅速而精准地解答他们高频遇到的法律

疑惑。

此外，全书支持关键词检索，例如我

们可以键入“宠物”二字，有关饲养宠物

方面的上海地方法规，就会悉数呈现。

记者： 你对法规全书的未来有怎样

的期许？

胡光： 目前的城市法规只是 1.0 版

本，我们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是国家的贸易窗口， 城市法规全书不能

只面向本土企业和市民， 也应面向我们

的主要贸易伙伴国。 因此， 在可预期的

2.0版中，全书有望推出英文版、日文版、

法文版、德文版，甚至西班牙、葡萄牙文

版这样面向南欧和南美商户的版本。

全书的可读性、 易用性， 则是我对

未来 3.0 及更高版本的期许。 假设现在

我们在“宠物” 关键词后再加个“证”

字， 那不少搜索结果就不那么精准了。

因此， 全书的搜索功能还需进一步强

化。 甚至全书应呈现出更多“具象化”

的内容， 可以把市民、 企业比较集中的

一些疑问， 提炼出更多标准化的解读。

胡光告诉记者， 他今年的提案继续

关注政府信息公开、 城市数字化转型等

领域。 “希望在浦东改革开放 30 周年

的经验成果基础上， 推动上海向更开

放、 更包容转型， 以响应国家赋予上海

的五大中心建设战略。” 胡光说。

告别“抽屉法规” 让法律走进人们的手中、心中

胡光委员：上海有了法治版“十万个为什么”

许丽萍代表

胡光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