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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小区之弊
加剧城市拥堵
浪费公共资源

2月22日上午，湖南自然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李
自然一到办公室， 马上组织
公司中层干部学习《意见》。

“封闭小区有不少弊端，
造成公共资源巨大浪费。新
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 是城
市发展的必然趋势。”李自然
是省内第一批从事物业管理
的企业家， 在行业里摸爬滚
打了20来年。“封闭小区带来
的最直接的问题是城市公共
交通效率低下， 封闭空间各
自为政， 将公共道路排斥在
住宅小区之外。 城市脉络没
有打通， 使得城市拥堵问题
变得更加严重。”

李自然认为， 去年12月
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首次提
出的“紧凑城市”概念，正是
破解城市无序扩张的新理
念。 据报道，2000-2010年，
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了
60%多，空间利用低下，造成
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 此次
《意见》提出现在已建成的住
宅小区和单位大院也要逐步
打开，为的就是“实现内部道
路公共化， 解决交通路网布
局难题”。

《意见》中对未来交通布
局明确了要求。到2020年，城
市建成区平均路网密度提高
到8公里/平方公里， 道路面
积率达到15%。李自然指出，
城市建成区平均路网密度这
一指标只涉及道路密度、不
涉及宽度，体现了“窄马路、
密路网” 的布局思路。“紧凑
城市” 是中国城市化的下一
站。“我们的城市市中心有很
多地方是不通、不畅的，有很
多潜力远远没有挖出来。”如
此看来，打开封闭小区、打通
城市脉络， 应是中国城市化
必走的下一步。

封闭小区围墙如果拆了，安全吗
省住建厅表态：新建住宅原则上不建封闭小区 多名专家解读：没有围墙利大于弊

《意见》出台后，省里何时开
始实施呢？ 记者2月22日采访省
住建厅，厅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说，
他们从网上看到了中央出台的
《意见》， 相关处室今天也专门开
会组织学习。等《意见》正式下发
到厅里后， 省住建厅将会结合湖
南情况，研究制定相关实施办法。
“可以肯定的是，新建住宅原则上
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
授吴晓林认为， 从封闭住宅小区
转向街区制是一个进步， 小区变
小将促进邻里交流， 降低业委会
成立的难度， 但也会面临不少问
题和挑战。首先《物权法》规定业
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建筑区
划内的道路、 绿地等属于业主共
有， 也就是说业主购房不但购买

了居住的房屋空间， 还购买了公
共区域，要开放这些区域，涉及到
深层的利益调整， 要在业主权益
和公众利益间找到平衡点。此外，
今后推行街区制后， 小区范围变
小，道路增多变窄，如何与城市主
干道衔接？ 小区开放后如何保障
行人安全和公共安全？ 公共道路
和绿化的维护如何跟上？ 这些都
需要相关部门仔细考虑。

吴晓林建议政府实施《意见》
前， 仔细调研出台相应的配套措
施，开放应分步进行，循序渐进，
尽可能降低拆除围墙开放小区给
业主生活带来的影响。其次，应对
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进行修改，
用法律保证公共绿地、 公园等公
共设施建设不打折扣， 街区治安
等公共服务迅速跟上。

长沙目前有3000多个住宅小区，大多数实施封闭式管理，小区道路
也没有对外开放，严重影响了城市道路的通行能力。如果部分住宅小区
和单位大院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对提升城市通行能力、改
善微循环有积极作用。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柳肃认为，和国内大多数城市一样，长沙
封闭小区的形成大致有两个高峰。首先是上世纪50年代单位“圈大院”，
接着是改革开放后， 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房地产开发商蜂拥建起
封闭的住宅小区，后者占绝大多数。

柳肃认为封闭社区或者说“门禁社区”，其实是城市化进程中社会
分化的产物。社会分化加重、贫富差距拉大，再加上流动人口多，社会
治安问题增多，城市中产阶级自然有对安全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和过
去政府公共财政有限有关。过去地方政府财力有限，把大块土地承包
出去，全都让开发商搞，可减轻一些负担。”

■记者 甄荣 实习生 李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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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小区何以在长沙盛行

小区对外开放， 很多业主都
关心治安问题如何得到保障？“今
后推行街区制， 已建成的住宅小
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 这对
物业服务企业提出了新要求和新
挑战。”黎林辉说，以前小区安防
的第一道防线是在小区大门口，
今后如果不修或拆除围墙开放小
区， 那么任何人都可以随时进入
小区， 小区安防防线要后移到楼
栋。“这就要求物业公司加强巡
防，提高安保水平，保障业主的人
身财产安全。”

李自然认为， 安防是这一政
策实施中人们最担心的问题，但
只要政府加强在街区的视频监
控，督促物业公司提高服务质量，
将能有效保证业主的安全。

“小区的安防除了围墙，还有

楼栋门禁、 小区监控等多道防
线。”李自然认为，围墙并不是小
区安全的唯一保证， 有些小区有
围墙，但因为物业管理差，偷盗事
件时有发生。“只要完善小区公共
区域视频监控， 同时做好安保工
作， 没围墙也能防范盗抢事件的
发生。”

目前， 省内外都有管理得不
错的没有围墙的小区。 李自然介
绍，岳麓区的咸嘉新村小区，从建
成之日起就没有围墙， 也没有成
立业委会， 但因为社区居委会和
物业公司管理得法， 小区业主没
有因少了围墙而缺乏安全感。小
区还先后获得全国物业管理示范
住宅小区、全国文明社区示范点、
全国十佳学习型社区等多项国家
级荣誉。

小区开放后治安怎么办？
没有围墙也能防偷盗

省里何时开始实施？
省住建厅：正在研究实施办法

推广街区之利
降低房屋成本
促进阶层和谐

“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
制， 不仅能避免浪费公共资
源，让城市增加大量‘毛细血
管式’的小路。而且对小区居
民和物业公司都是好事。”长
沙物业管理协会理事长黎林
辉指出， 目前封闭小区建筑
区划内的道路、 绿地等属于
业主共有， 也就是说业主购
房不但购买了居住的房屋空
间，还购买了公共区域。推广
街区制后， 新建小区的道路
和绿化将由市政和园林部门
管理和维护， 这样能降低小
区业主的购房和物业管理成
本。

《意见》指出，已建成的
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
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
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
进土地节约利用。 黎林辉指
出，“打开封闭式小区， 能促
进住宅与城市公共空间的紧
密联系。”他认为，封闭的边
界简单地将小区内外强行分
成两个隔绝的空间。 这样的
分隔降低了公共空间的可达
性， 造成城市公共空间活力
不足。 住宅小区内供人活动
的场所， 由于不允许外人使
用， 也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
的公共空间。“城市的各个小
区成为游离的状态， 失去本
应有的紧凑高效的特点，从
而不可能形成活力的城市生
活。”

“封闭小区还会彻底切
断不同收入的人之间的联
系， 加剧城市空间的分异。”
黎林辉介绍， 同一楼盘价格
差距不大， 客观上促使收入
相当的人住在一起， 强化了
城市空间的分异。 开放封闭
小区， 有利于消除不同阶层
的人之间的疏远， 促进社会
各阶层和谐相处。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加强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工作的若
干意见》（下简称
《意见》）近日印发，
这是时隔37年重
启的中央城市工
作会议的配套文
件，勾画了“十三
五”乃至更长时间
中国城市发展的
“路线图”。《意见》
提出，新建住宅要
推广街区制，原则
上不再建设封闭
住宅小区。已建成
的住宅小区和单
位大院要逐步打
开，实现内部道路
公共化，解决交通
路网布局问题，促
进土地节约利用。
这也是中央层级
文件首次对诟病
已久的封闭社区
模式“开刀”。封闭
小区有哪些弊端？
为什么要打开封
闭住宅小区？小区
开放，治安问题如
何得到保障？这些
都成为社会各界
关注的热点。

▲

▲

封闭住宅小区的大门逐步打开后，治安问题能否得到保障是人们关心的问题。（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