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版│112020年 1月 14日 星期二

●● ●● ●●

用心“绣”出城市“新容颜”
——郑州市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工作纪实

新时代，中原腹地的郑州，正释放着前所未有的“爆

发力”向现代化特大城市迈进。

2018年郑州GDP破万亿、人口超千万；2019年岁

末，《求是》杂志刊发的重要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

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中，把郑州列为 10个国家高质

量发展区域增长极城市之一；万象更新的2020年刚刚扑

面而至，1月 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就明确

指出要强化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

郑州，正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和历史担当，与此同时

一个强烈的讯号也在提出新的要求：城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的建设需要不断刷新、不断提升。

面对城市管理要求已经按下的“快捷键”，郑州市城

市管理局迎难而上。

2019年，该局在郑州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下，按照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的要求，紧扣推进城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主题，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全面落实城市精细化管理三年行动计划，创新推

进以“路长制”为载体的城市精细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扎

实做好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城市环境

保障工作，助推郑州城市管理水平和城市品质不断攀升。

2019年的 9月 8日，被深深刻入郑州发展大事记
里程碑之上，同时也让“郑州”这座中原之城再度吸
睛，引得国人争相关注。

这一天，万众瞩目的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惊艳开幕，从全国四面八方汇聚的人潮不
仅在竞技场上一睹争先景象，更重新“发现”和“认识”
了郑州。

“没想到郑州的街道处处是风景，我们还以为
行走在南方水城。”来自福建的运动员在穿行郑东
新区时发出感慨；“郑州的大街小巷路面整洁、花草
依偎，文化长廊设计独特，在一处叫‘勤劳街’的地
方我们纷纷拍照留影，听说那里是街景网红打卡
地！”来自内蒙古的新媒体人谈及此事十分兴奋；“盛
会期间印象极深的是郑州的夜景，到处灯火辉煌、楼
宇闪亮，从中不仅看到了郑州的饱满热情，更体会到
这座城市的时尚活力。”前来参加盛会的外地客人坦
言爱上了郑州……

举办盛会，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郑州城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挑战与考验；各种赞誉和表
扬，是对郑州为提升城市综合环境“下苦功”“打硬仗”
取得实效的首肯与认可。

郑州市城管局按照“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
“一天一个样，每天不一样”的要求，围绕“整洁、有序、
舒适、愉悦”城市环境目标，以“迎民族盛会 庆七十华
诞”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为抓手，加速推进城市环
境的“序化、洁化、绿化、亮化”。

盯牢 115条重点保障道路，强化服务保障措施；
盯牢重要商圈和酒店，强化餐饮服务业油烟净化和噪
声污染治理；盯牢街面交通，强化“序化”治理；盯牢水
气暖维保，确保万无一失。

在此列举数字，见证城市管理人的行动与成效。
综合整治期间，郑州市共整治沿街建筑立面 499

处，43000平方米，整治围挡广告 830处；清理各类违
法小广告 8669处，依法追呼乱散发、乱张贴、乱喷涂
小广告电话号码 5300个，呼停 4144个，同时清扫保
洁路段 72444 条（段），出动各类清扫车辆 35840 台
（次），环卫清扫保洁人员 186200余人（次）。累计检
查施工围挡11580次，整改拆除围挡2225处，撒播草
籽 470万平方米，排查非机动车道 10248个隔离桩，
架空线缆入地176公里，建设通信管道190.3公里，完
成95条道路，348万平方米的中修工程，106.3万平方
米的小修工程；疏挖雨水管道 42.34 公里，污水管道
18.39公里，整改各类公共区域障碍物5156件……

小到一只烟头、一个隔离桩、一处电线杆、一块建
筑立面，大到城市的路面桥梁、地下管网设施、河渠改
善、数千座建筑的灯光亮化，城市环境的综合提升密
密匝匝、包罗万千。为此郑州市城市管理人用“白加
黑”“五加二”拼出了郑州“新容颜”。

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需要顶层设计与关
键性“抓手”，2019年以来，郑州市以“路长制”为载体进
行谋篇布局，以“整洁、有序、舒适、愉悦”的城市环境为目
标，修好治差、管住治乱、扫净治脏、追责治软，全方位提
升城市管理效能，由此走出了一条有郑州特色的现代化
特大城市管理之路，达到了环境优化、管理提升、各界点
赞的多赢效果。

按照“能沉则沉、能放则放”原则，将分散在不同部
门 1007项管理执法事项及市级管养的道路、绿化、桥梁
等交由各区管理，并下沉办事处实施，市级管理部门承
担起制定标准、检查督导、考核奖惩、曝光问责的职能，
有效解决“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最后一公
里问题。

结合工作实际出台《郑州市路长制工作导则》，3222
条（段）道路共设立 2556名路长，成立“郑州路队”综合执
法队伍；按“一长二员三会四包”的工作责任，市级建立四
级督导、“点对点、点对面”、“块抓条保、以块为主”，属地建
立“路长吹哨、全员报到”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机制，开展黑
红旗评比、红旗办事处创建及“千条优秀路、百条卓越路、
十条极致路”道路升级达标活动，引进第三方专业公司考
核，以典型发言、媒体曝光、表态发言等措施督促各级路长

“比学赶帮超”。
通过“路长制”的实施——
出行环境得到“优化”。城市“九主六快”主道及重要

区域，专项整治了标志标线、隔离设施、公共区域障碍物、
处理交通违法行为200万起（处），智能升级交通信号600
余处，增设非机动车转弯等候区、高峰期左转弯可变车道
和绿波带道路300多处（条），并在车道“多变少”路段加装
物理隔离。

城市环境更加整洁舒心。购置各类清扫设备 411
台，改进洒水作业模式，加强道路机械化清扫、喷雾降尘
作业，清除卫生死角，上线公厕微信小程序，解决民众关
心的热点问题。按“721”工作法，清理占道经营 3.2 万
处，突店经营 1.1万处，整治餐饮油烟 18247家，联合查处
渣土车违法违规行为 1942起，违法建设整治 5542处 192
万平方米，纠正擅自改变房屋原有规划 856处，城区黑臭
水体全面消除，扬尘管控严控在 101微克/立方，城市环
境不断改善。

城市随处可见绿色的风景。长效治理黄土裸露、缺株
死株、垃圾积存等问题，对碧沙岗公园、紫荆山公园、人民
公园拆墙透绿，新建绿雕、微景观 478座（处），摆放花球、
景石等 2600余组，栽植草花 2800万盆，高架桥立体绿化
40公里，更换行道树 3800株，建成口袋公园、微公园、街
头游园 870个，新增绿地近亿平方米，强力打造靓丽绿化
景观。

目前，郑州“路长制”城市管理工作与百城提质、城市
环境综合整治提升、文明城市创建、生态园林城市创建和

“双改”等重点工作深度融合，正在不断延伸持续发力。

新年伊始，当中原大地走入崭新的 2020年时，
郑州人为之骄傲的事情之一，是夜空中郑东新区“大
玉米”变幻多姿景致万千的灯光秀，是无数座城市楼
宇灯火齐放，点燃了绿城激情奋进的活力与魅力。

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体现在方方
面面，从郑州城市“亮化”提升中，可窥见一斑。

郑州夜色升级版“亮化”，要从“迎民族盛会 庆
七十华诞”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说起。通过城管
数字化监督中心对全市特别是比赛场所、驻地酒店
和重要商圈周边 2公里范围内道路功能性照明运行
情况进行逐路逐段逐灯的拉网式排查，列出问题清
单、责任清单，共排查近 5万盏路灯，发现灭灯道路
396段，发现4000余处零星灭灯问题。

面对这些，郑州市城市管理人提出“不讲条件，
不等不靠，主动担当，确保亮灯率 100%”的整治目
标。采取“双向核实”办法对全市 396段灭灯道路进
行责任分解，根据认领的台账将工作任务明确到市
城建局建投中心、市交通局、市园林局、郑州市城市
照明灯饰管理处等单位，将责任压实到每个责任人。

从查明原因、制定措施到会商研判、优化流程；
从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到科学组织、现场督办；从以
点带面、以点为主到以人为本、主动担当。整治攻坚
期间，郑州市共出动车辆2000余台次，人员8000余
人次，维修更新路灯 5600余盏，刷漆及保洁路灯灯
杆 1.5 万杆，整修设施 18377处，补灯座门 8700个，
处理高低压故障1481处,铺设高低压线缆3.5万米，
修剪树枝 29 条路段。2019 年 9 月初，全市灭灯的
396段道路中，除会同建设单位现场鉴定有 57段属
于在建工程尚未竣工外，恢复亮灯 339段，修复不亮
路灯近3000盏。

按照“简约大气、温和舒适、节约精致、疏密有
致”的原则，郑州市自2019年 3月开展城市亮化提升
工作至 8月底，完成了 100万余套亮化设备的安装。

“七桥一路”亮起来了，二七纪念塔、中原福塔等重点
区域美起来了，金水路、中原路、中州大道、陇海路等
重点路段沿线2000余栋楼体闪耀起来了，无数的灯
火共同点亮了城市的夜空，让夜晚也成为绿城的“风
景线”。

值得一提的是，郑东新区千禧广场亮化工程，在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以及教师
节、中秋节等重大节日活动期间，播放了不同主题形
式的灯光秀表演，每天的观看者达近 5万人次，获得
了市民的一致好评，为郑州夜景增添了一抹靓丽的
色彩。同时二七纪念塔亮化工程是“郑州市二七广
场及周边建筑夜景照明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二七
纪念塔作为郑州市精神象征，以红色灯光形式表达
二七塔“红色的二七精神”，在新中国七十华诞之际
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共鸣。

对郑州市民而言，2019年里备受关注的大事之一，莫
过于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多部门、多环节共同做好垃圾分
类工作，是郑州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一次
重大考验，也是郑州向现代化特大城市迈进完善“内核”自
我加压的体现。

时间定格在2019年 12月 1日，当天《郑州市城市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办法》正式施行。而在此前的 2017年 3月
郑州才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46个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城市
之一，郑州市通过两年多的时间大跨步迈进强制分类阶
段，速度之快、决心之大，引人关注。

一时间，郑州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各种“宣传声”
“鼓励声”“推进声”声声入耳。社区、学校、商场、酒店、
报纸、广播、电视、新媒体，处处都能够看到垃圾分类的
常识介绍和经验推广。一场关于垃圾分类的宣传战席
卷了全郑州。

2019年 12月 1日后，走访郑州市部分居民小区，看到
垃圾分类已逐渐成为市民生活“习惯”的一部分。

在郑州市国棉五厂家属院看到，这里的居民不仅已经
习惯了垃圾分类投放，而且在引导员的帮助下都将厨余垃
圾进行了破袋投放。“我们家属院里垃圾分类已开展了一
段时间，一般家庭的厨余垃圾并不多，固定时间投放也不
觉得麻烦。”居民王飞鹏说。

在郑州市启福尚都小区，一位居民边分类投放生活垃
圾，边从分类引导员手中刷卡积分，全过程不到 10秒钟，
快捷、高效。

与此同时，为解决生活垃圾“先分后混”的难题，郑
州中原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活垃圾分拣中心先后投入
运行。其他各县区的分拣中心也将最迟在 6 月底前投
入使用。另外，郑州市内东、南、西部垃圾焚烧发电厂建
设加快推进，部分已投用，初步形成了有郑州特色的“前
端分类投放、中端分类运输、末端分类处理”的完整链条，
为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发挥出重
要作用。

郑州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还在持续推进中，1月 1日对
垃圾分类违规处罚的执法行动拉开帷幕，执法人员走进社
区、商场、学校、单位等各类场所，以“处罚不是目的，分类
才是重点”的原则，积极劝导整改、帮助教育为主，督促垃
圾分类在全社会广泛推行。

“北京、上海早在 20年前就进入了垃圾分类的‘起步
期’，与之相较郑州的准备时间不长，但推进的速度不慢。”
一位网友评价道。

据介绍，按照《郑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实施方
案》（郑政〔2017〕22号），2020年年底前郑州市生活垃圾
分类覆盖率达 95%以上，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 35%以
上。加大《郑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的宣传和
执法，区级分拣中心全部建成并投入运营，分类体系基本
建成、分类链条形成闭环，在46个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城市
中力争步入“第一方阵”。

一场盛会为郑州
城市“名片”刷出“新亮度”AA

□本报记者 李林

以“路长制”为载体
提升城市管理“新水准”B 点亮灯火千万盏

唤出绿城之夜“新活力”C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让城市生活拥抱“新时尚”D

郑东新区的夜景绚烂多姿

实施“路长制”后城市处处有风景 夜间道路管养 垃圾分类宣传 机械化清扫保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