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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 5大领域布局 30 项改革

推进城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南方日报讯 （记者/吕冰冰）在罗湖，政府审批事项要在 5个工作日以内完成，如果超时需要（审批部门）说出原因；审批不再层层审核，科长即可终审……记者从昨

日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2014 年罗湖区改革计划经修改完善将于近日印发执行。“着力推进城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罗湖区的改革目标，在这个总目标之

下，罗湖区今年将围绕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法治能力、建设“织网工程”、推进社区体制改革、加强党政社群共治 5个重点领域，推进 30 项具体改革。

让每一项改革都产生实际效应

罗湖区 2014 年改革计划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开始酝酿，至定稿费时数月。区委书记倪泽望、区长贺海涛要求改革重在实效，要从政府的工作、辖区百姓诉求入手，本着解

决问题的态度设计改革，让每一项改革都产生实际效应。

为什么将政府审批事项限定在 5个工作日？罗湖区委改革办常务副主任李小宁介绍，相关部门对区级政府的审批事项进行了摸底，在法律法规框架下，大多数行政审批

流程可以控制在 5个工作日以内。罗湖将审批流程“一刀切”定在 5个工作日，可以倒逼政府部门的改革，“把权力下放到窗口和一线，能放的全部下放，才能真正提速”。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被列入转变政府职能这一大项中，由罗湖区编办、法制办、监察局等单位牵头，区长贺海涛是此项改革的总负责人。5大类 30 项改革被当作任务分解，

责任到具体部门与牵头人。

吸引外来人口参与社区治理

以目标问题为导向，符合区级政府事权，务实、年内推进，是罗湖 30 项改革的总体要求。近年来，罗湖持续探索的社区治理和创新在其中占有的比重极高。

社区民生项目从立项到审议、实施、评价全部由社区居民话事，这就是罗湖区问需、问计、问政、问效于民的实践。去年，罗湖拿出 400 多万元民生资金在 5个街道开

展试点，效果显著。今年这项实践将在全区 10 个街道全面推开，将加强社区议事协商，推广应用社区议事规则。

社区治理中，年轻人、男性群体、外来人口、外籍居民以及高素质群体参与比例低。今年，罗湖将通过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健全社区治理制度、搭建居民参与平台等方

式，吸引这些人参与社区治理。通过开发社区家园网 APP 手机客户端、开通社区微信公众账号、建立 QQ 群等方式，不断健全社区居民网络问政议事平台。

如何激发居委会的自治功能？要探索以居委会为组织平台整合各类社区社会组织服务社区的机制。增强居委会的民意吸纳功能，建立健全社区居民会议、社区居民议事

会、听证会、评议会等制度。这项由罗湖区民政局、社工委、各街道负责的改革，因为文化社区的居民自治实践，路径变得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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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湖片区环境提升工程启动

预计今年 10 月竣工，所有设施将无偿提供给市民使用

南都讯 记者叶淑萍 经过一年多实地考察和调研，银湖片区环境提升工程方案敲定。据了解，该工程现已启动，由政府投资，项目包

含片区内公共区域环境提升和道路改造两部分，预计今年 10 月竣工。

银湖片区位于笔架山麓，拥有良好区位条件，自然资源丰富。但经过 30 多年发展，银湖片区内公共区域环境、道路设施逐渐陈旧。

去年罗湖区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将人大代表《关于清水河银湖西片区整体环境提升的建议》列入一号重点建议案，由罗湖区政府作为 2013

年任务之一组织实施。

经过一年多的实地考察和调研，银湖片区环境提升工程方案敲定。目前该工程已启动，项目包含片区内公共区域环境提升和道路改造

两部分，概算批复的工程投资额为 3388 万元，预计今年 10 月竣工。

其中，环境提升包括银湖周边堤岸绿化改造、栈道增设护栏，相思林公园公共设施、公厕及银湖牌坊花坡等公共区域重要部位的环境

提升及绿化改造，同时对已查明的破损排污管道进行修复。道路改造包括银湖路、环湖路等市政道路的人行道改造及路面铺装，金湖一街、

堤坝路等微循环道路拓宽及部分交通节点优化以及路面铺装。

由于工程施工改造范围广，改造内容复杂，沿线住户、企业、驻区单位众多，罗湖区建筑工务局在施工中将充分做好综合协调及温馨

提示等工作，尽力考虑沿线相关单位的需求做好施工组织措施，顺利完成工程。

据悉，该项目实施后，项目所有设施将由政府纳入市政管理，无偿提供给市民使用。该项目也将在罗湖区电子政务网（w w

w .szlh.gov.cn）公示，市民可登录网站浏览查询方案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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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9 周岁罗湖户籍老人可领高龄津贴，每人每月 100 元

4 月 1 日起申请 每月 10 日前到账

南都讯 记者叶淑萍 《罗湖区 70-79 周岁户籍老人高龄津贴发放实施方案》日前公布。方案依据《深圳市高龄老人津贴发放实施细则》

制定，旨在提高罗湖老年人的福利水平，这也是 2014 年罗湖区委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

该方案中的高龄津贴发放对象为具有罗湖区户籍且年龄在 70-79 周岁的老人，每人每月发放 100 元人民币，这笔津贴是罗湖区政府出

资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发放的生活照料津贴。80 周岁以上的户籍老人高龄津贴发放参照《深圳市高龄老人津贴发放实施细则》执行。

4月 1日起，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向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工作站提出申请，行动不便的老人可委托近亲属代理申请，有特殊情况的老人

也可约工作人员上门受理。

本高龄津贴以存入银行账户的形式按月发放，街道办事处每月 5日前将高龄老人津贴发放明细表上报区民政局，并在每月 10 日前通

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到以申请人姓名开户的银行账户。

[链接] 申请要求

申请高龄津贴时须填写《深圳市罗湖区户籍老人高龄津贴申请表》，并提供本人身份证和户口本复印件(原件备查)、近期一寸彩色免

冠照片 1张、申请人银行存折复印件(街道指定银行)，委托近亲属办理申请手续的，还须提交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原件备查)。相关表格

可在社区工作站领取。



2014 年 3 月 26 日 AII04 版

搭建志愿平台 传播文化艺术

杨力豪：罗湖区五星级文化义工、罗湖义工区长奖项目负责人

晚上 7时，罗湖文化馆“零玖剧场”开始热闹起来。公益文化演出“军哥剧说”将要开演，观众们拿着网上抢到的公益票进场。

穿着红马甲验证票和短信息的正是罗湖区文化体育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这个志愿者团队是罗湖区委宣传部（区文化体育局）直属志愿者团队，

团队由文化、艺术、体育专业人士及爱好者构成。成立两年来，2013 年度已开展活动 808 次，参与人数 6900 人次，累计服务 26500 小时。

杨力豪在罗湖区文体旅游局工作，但他同时兼任罗湖区文化体育志愿者协会会长。他是罗湖区五星级文化义工，也是罗湖区义工服务网络的组织和

搭建者。

2006 年，杨力豪在罗湖区文化馆做办公室主任和团支部书记时，常常组织一些演员到武警边防支队去做义务演出。同时，他们还开展了深圳第一

家小学生四点半课堂。

统筹和组织志愿者工作的能力受到了肯定。杨力豪也开始搭建罗湖区文化体育志愿服务体系。“发动了罗湖区的志愿者骨干。按照各自的兴趣将他

们分成几个小组提供文化志愿者服务，服务“零玖剧场”的志愿者就是其中的一个小组。

“文化志愿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杨力豪认为，一类是提供最基础的文化场馆服务的志愿者，这是比较简单和普遍的服务；第二类是在社会盈利性

的场所进行文明礼仪劝导督导的志愿者，这类需要对志愿者进行提前培训，让他们传播欣赏文化和日常行为的良好习惯；第三类是演艺等有高水平专业

技能的志愿者，他们不需要进行培训，但可以进到社区进行义务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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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湖植物园或将免门票限车流

园方向社会征求意见，并表示“只要市政府同意就可免费”

近日，仙湖植物园官网发布《关于仙湖植物园免门票及车辆限行入园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的公告》。作为一项由政府投资的公共文化设施，仙

湖植物园是目前深圳市唯一收费公园。仙湖植物园管理处负责人邹先生昨日回应称，市民有意见，人大代表也在提建议，希望植物园能免费开放，

他们因此已启动调研工作。但邹先生强调，仙湖植物园取消门票目前尚无时间表。仙湖植物园收费是经市政府批准同意的，实行收支两条线，所以，

只要市政府同意，仙湖植物园完全可以免费。

年卡被叫停 居民意见大

莲塘辖区居民通常办理仙湖植物园年卡(30 元/年·人)进出植物园休闲锻炼，然而今年以来，仙湖植物园拒绝继续办理年卡，居民每次入园只

能花 20 元买门票，为此意见相当大。一时间，网上关于取消仙湖植物园收费的呼声四起。

居民乔女士称，莲塘片区居住人口多达 20 万，没有一处相对宽敞的锻炼场所，仙桐体育公园虽然已经对外开放，且地处偏僻，居民前往很不

方便。

作为 2011 年度给市民办的实事好事之一，仙湖植物园同意为莲塘片区居民办年卡。无论是否深户，到所在辖区的社区工作站交照片和身份证

复印件即可办理，该年卡费用为 30 元。“年卡叫停后，每次进园锻炼休闲都要花 20 块钱买门票。”乔女士抱怨称。

“取消年卡是有苦衷的。”莲塘街道办相关负责人称，2013 年有市民向市场监督部门反映，仙湖植物园管理处办理莲塘居民入园年卡的费用属

于乱收费。去年年底，罗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检查发现该园“年卡、婚纱摄影、拍电视剧和大型客车”等项目未按物价局拟定的价格收费，对其下

达整改通知书，同时处以 5万元罚款。在罗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要求下，仙湖植物园管理处取消莲塘片区居民的年卡办理。

今年开始，莲塘居民只有在早上 8点前和 18：00 以后才可免费入园(特殊情况除外)。

居民：希望尽快免费

昨天上午 11 点，记者来到仙湖植物园，门口陆陆续续有市民买票进园，据工作人员介绍，因为昨天是周二，所以来的游客也不多，要是周末

还有农历初一和十五，那买票的人都要排很长的队，而在园内大巴的候车处，有十多个市民正在等，都是准备坐车上弘法寺的。



记者来到位于园区内的蝶谷幽兰展示园，整个园区里只有 7个游客。该展示园的工作人员陈先生表示，平时来的人比较少，但是到了周末以及

暑假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来参观，还有就是兰花开花的季节，也会有很多游客过来。

在公园内，记者采访了 23 个游客，都表示希望能尽快免费。

“我不明白，为什么仙湖植物园到现在还要收费，现在深圳其它的公园都已经免费了，就只有仙湖植物园要收费，这费用收到哪里去了，为什

么要收费？深圳这么大城市，还养不起一个仙湖植物园吗？”提起收费，游客王先生有点气愤地说。

游客王先生表示，自己来仙湖植物园，是要到弘法寺去祈福，又不是去参观植物，搞不明白，为何还要收费。

“希望能尽快免费，这样我就可以天天带着家人一起来这逛逛，吸收一下这里的清新空气。”游客陈小姐告诉记者，周边都是住宅区，这样又多

了一个很好的休闲的好去处。

经常来仙湖植物园的黄先生则表示，他也希望能尽快免费开放，这样就有更多的市民得益。但同时他又担心这样一来来植物园的人就会越来越

多，道路就会更加拥挤。因为自己每个月初一、十五都会来植物园的弘法寺烧香拜佛，每到那时必然会遇到“大塞车”的状况。实施免费之后，这

样可能就更多人和车了。希望管理方能够多划分一些停车位，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深圳其它的公园都已经免费了，就只有仙湖植物园要收费，为什么要收费？深圳这么大城市，还养不起一个仙湖植物园吗？

——— 游客王先生

取消收费对政府的财政收入并没有太大影响，而且会大大拉近政府和市民的距离。

———市人大代表马群涛

呼声

仙湖植物园：

就免票事宜征求意见做调研

仙湖植物园取消年卡引发网友对该园收费的质疑，“在全市其它市政公园都免费对外开放的今天，仙湖植物园为什么还要收费？这笔钱去哪里

了？”昨日，记者就此采访了仙湖植物园管理处负责人邹先生。

邹先生表示，仙湖植物园是市公园管理中心下面的二级法人单位，由财政全额拨款。“收费是为了控制人流，减少人类对植物生态的影响。”

邹先生说，仙湖植物园在 1997 年开始收费，到了 2000 年，深圳进行财政改革，实行收支两条线，公园每天收取的门票，全部存入财政专户，

与植物园的开支没有关系。



邹先生表示，现在仙湖植物园管理处有 90 多位工作人员，其中专门从事植物科研保护的专家就有 30 人左右，博士有十来个，今年的财政预算

是 3000 多万元；现在仙湖植物园每年的门票收入，在 4000 万元左右。

“我们也做了调查，到仙湖植物园的游客里面，有 60%左右是冲着弘法寺去的。”邹先生说，为何还要收门票，市民有意见，人大代表也在提建

议，希望植物园能免费开放。就免门票及车辆限行入园事宜，仙湖植物园现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同时也在做进一步调研，市民有相关意见和建议

可发到该园邮箱：1710832824@ qq.com。

邹先生表示，如果免费了，肯定有更多的市民到植物园来，如何做到既对植物的科研保护工作不影响，又能满足市民游玩的要求，准备对一些

植物研究保护的地方采取半开放或者不开放的管理模式。

邹先生说，仙湖植物园取消门票目前尚无时间表，“只要市政府同意，仙湖植物园就可免费开放。”

市人大代表马群涛：

“取消收费对财政收入影响不大”

这几年，深圳市人大代表马群涛一直在呼吁取消仙湖植物园门票。在他看来，仙湖植物园是公共服务设施，应该像荔枝公园、莲花山公园、东

湖公园等市政公园一样，免费对外开放，方便市民入园休闲和锻炼。

“据调研，2012 年整个仙湖植物园的门票收入是 3700 万元，取消收费对政府的财政收入并没有太大影响，而且会大大拉近政府和市民的距离。”

去年，马群涛在给罗湖区“两会”递交的建议案中这样写道。

“通过收费控制入园人数的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马群涛反驳称，收费并未让仙湖植物园的客流量得到控制，因为绝大部分市民和游客不会因

为 20 元钱门票而选择放弃这个景点。

在功能定位上，深圳园博园与仙湖植物园有相似之处。据了解，对外开放之初，园博园门票为 50 元一张，2007 年 11 月 1 日，园博园宣布取消

收费。在免费开放后的一段时间内，园博园人流量激增，曾给公园维护和管理带来较大压力。如今，公园管理和维护总体正常，比较平稳，对市民

的服务功能得到大大强化。

南都记者 叶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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