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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管”能否引发
“城管革命”

欧阳金雨
4月1日，长沙市实施城市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成立长沙

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由市委书记任顾问，市长任主任，19个部
门为成员单位；实行责权利重心下移，由各区政府（含高新区）
全面负责组织实施辖区内城市管理维护和综合行政执法工
作。（4月2日《湖南日报》）

长沙市试水“大城管”，意在破解城管难题，提高城管质
效，构建城管长效机制。这其中，优化城市管理的创新精神和
标杆意义值得充分肯定。改革方案出台了，下一步如何真正把
管理城市的工作做精、做细、做到位，做出令百姓满意的风采，
还有待时间检验。

新体制下，该统的能统到位吗？城市管理是个系统工程，
内容繁杂，不少事项还涉及多个部门。过去，一些城管问题涉
及多方，说起来是“齐抓共管”、“互相协作”，实际上有时却变
成了有利的都去管，无利的都不管。如今，由高规格的城市管
理委员会牵头，高位协调、高效运转，组织统筹能力势必大大
提高。人们期盼的是，过去“互踢皮球”的老问题能迎刃而解，
多个部门共同参与的综合整治能够收到实效。

城市管理， 需要该统统到位， 也需要该分分彻底。“大城
管”本质上是种“城管革命”。既是革命，就涉及体制机制转换，
涉及打破既有权力与利益格局问题。比如一块小小的井盖，对
它的维护清理看似简单，但井盖里既有排水排污管，又有电力
线路，还有电信光缆，如果统在一起操作，只会事倍功半。城市
管理委员会内有19个成员单位， 最重要的就是跳出自身利益
纠葛、落实责任。只有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城市管理才能真正
令老百姓受益。

管到位，除了环环相扣、衔接紧密，还包括管得更精细。长
沙城管执法局这次将大部分权力下放至了区政府， 这就意味
着市级部门成了裁判员，各区就是多条跑道上的运动员。让城
市综合管理责任更多地在区县城管委、街道办、居委会等一线
落实，有助于问题在一线解决。

城市三分建、七分管。实行“大城管”，为拓展城管张力提
供了空间。期待肩负着“大城管”任务的长沙市城管委以及19
个成员单位，把眼界放开，把标准定高，同心协力，最大化彰显
“大城管”效应，让长沙这张“山水洲城”的名片更加靓丽。

充分发挥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作用

许又声调研东山学校、湖南第一师范
本报4月2日讯 （记者 乔伊蕾） 今天， 省委常委、 省委

宣传部部长许又声赴毛泽东青少年时期就读的湘乡市东山学
校、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考察调研。

许又声一行首先来到位于湘乡市的东山学校， 该校于去
年11月完成旧址提质修缮。 按照“修旧如旧” 原则， 学校维
修文物本体4350平方米， 完善了消防、 安防和水电设施，
复原了少年毛泽东读书时的教室、 寝室、 自修室等以及老师
贺岚岗、 谭咏春的办公室等场景， 修建引水渠2公里， 改造
了书院绿化景观等。 同时， 还将原科教楼改建为毛泽东与东
山学校陈列馆， 并重新布展， 于去年12月正式对外开放。

在湖南第一师范， 许又声参观了青年毛泽东纪念馆的6
个展厅以及毛泽东当年就读的八班教室。 青年毛泽东纪念馆
原名为青年毛泽东革命活动陈列馆， 于1963年正式对外开
放， 2013年学校经上级部门批准对展室进行重新布展， 并
正式更名为青年毛泽东纪念馆。 毛泽东曾于1913年春至
1918年夏， 在这所学校学习5年半， 并于1920年秋至1922年
冬回母校任聘， 担任附属小学主事和师范部国文教员。

许又声说， 东山学校、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紧扣时代主旋
律， 以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的精品陈列方式， 让大家客观、
全面地了解了毛泽东求学、 励志、 成长的历程， 同时表达了
对伟人的思念之情。 希望这两所学校充分发挥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作用， 既抓好硬件建设， 又抓好软件建设， 根
据不同参观群体的需求， 提供不同讲解服务， 让他们更好地
受到教育， 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我省新增一批
省级非遗传承人

本报4月2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窦雪松 杨庆怀） 记
者今天从省文化厅获悉， 我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评审已结束， 田义翠、 周光交等90人入选。

此次申报和评审涉及民间文学、 传统音乐、 传统舞蹈、 传
统手工技艺等10大类。 全省共有177人申报， 经省内50位非物
质文化遗产专家评审， 推荐其中90人进入公示名单。 据了解，
这次入选的传承人呈现年轻化趋势， 出生于1960年后的有27
位， 1970年后出生的有5位。 来自溆浦县传承花瑶挑花的奉兰
香出生于1988年， 成为我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中最年轻的一位。 从4月3日起， 入选名单将在红网、 省文
化厅官网公示。

三湘时评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本报4月2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李悦 陈扬） 记者今日从广铁集
团长沙车务段获悉， 为应对清明节小
长假客流高峰，岳阳、常德两站将增开
10对始发临客列车。

据长沙车务段介绍， 该段管内岳
阳、常德、益阳、衡山、汨罗、临澧、临
湘、路口铺等8个客运火车站预计清明
假期发送旅客12.8万人次， 比去年下
降1.5%。出行热门方向为衡阳、株洲、
长沙、岳阳、吉首等省内城市。

岳阳、 常德将增开10对始发临客
列车。具体车次及开行时间如下：

岳阳站 ：4月 5日岳阳至广州
K9201次（4月7日同样开行，但开行区
间为岳阳-深圳西），4月5日、7日岳阳
至深圳K9203次，4月5日、7日岳阳至
广州K9205次，4月5日、7日岳阳至广
州K9207次，4月4日至4月7日岳阳至
衡阳K9213次，4月5日、7日岳阳至衡
阳K9225次，4月4日、7日岳阳至长沙
K9227次，4月4日至4月7日岳阳至长
沙K9229次，4月4日至4月7日岳阳至
长沙K9235次。

常德站 ：4月 4日常德至长沙
K9293次，途经益阳。

岳阳常德火车站
增开10对临客

本报4月2日讯 （记者 唐爱平
张斌） 今天， 省委常委、 长株潭试
验区工委书记 、 管委会主任张文
雄， 在统一战线服务深化改革专题
研讨班上作辅导报告。 他指出， 深
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 既要打攻坚战， 又要打持
久战。

张文雄分析了当前生态环境存
在的突出问题， 呼吁高度重视环境
问题，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他
指出， 要提升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
认识高度。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一
项不能等、 不能拖的改革， 是一项
得民心、 接地气的改革， 也是我省
一项有基础、 有特色的改革。

要加大力度， 打响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的攻坚战。 着力推动绿色循
环低碳发展， 推动绿色转型。 建立
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做到源
头严防、 过程严管、 后果严惩。 大
力推广清洁低碳技术， 完善清洁低
碳技术推广服务机制， 推行行政绿
色采购制度。 加强突出环境问题的
治理， 治水突出湘江流域重金属污
染治理， 治气突出长株潭大气污染
防治， 治土突出农村面源污染治理。
强化法制保障， 完善立法， 强化执
法， 严格问责， 把生态文明建设纳

入法制化轨道。
张文雄还要求正视难度， 打好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持久战。 生态
环境问题“非一日之寒”， 治理好生
态环境也“非一日之功”， 认识提
高、 转型发展、 综合治理、 政策落
实、 利益调整都有一个过程。 只要
充分发挥绿色政策、 政绩考核、 宣
传舆论、 典型示范的导向作用， 凝
聚全社会的力量， 改天换地， 湖南
的天就会更蓝， 地就会更绿， 水就
会更清， 家园就会更美丽。

张文雄作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辅导报告时指出

既要打攻坚战 又要打持久战

本报记者 陈永刚

4月1日， 根据省委省政府深化改
革的要求， 长沙正式构建“大城管” 格
局： 成立城市管理委员会， 统一决策和
协调； 执法重心从市级下移到区， 发挥
基层的责任主体作用； 工地围挡管理、
排水管网维护管理等17项城市管理职
责， 归谁管， 怎么管， 都有了明确界
定。

“大城管” 将给这座城市带来哪些
变化？ 记者今天采访了长沙市相关部门
负责人。

力度将提升

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担
任顾问， 市委副书记、 市长胡衡华担任
主任， 分管副市长任副主任， 长沙市纪
委、 市委办公厅、 市政府办公厅、 市委
组织部、 市委宣传部、 市发改委、 市住
建委等19个单位主要负责人及各区县
(市)长为成员…… 如此“高规格” 的
配置， 正是长沙新成立的城市管理委员
会机构。

长沙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胡智慧
介绍， 城市的管理， 包括很多部门职
责， 譬如环保、 水务、 工商、 公安等，
市城管委的成立， 意味着一个大城管
格局形成。 “过去， 市民碰到城市管
理中的大事小事， 都是习惯性地找城
管部门， 但有些职能我们不具备， 就
难以处置到位； 而靠我们部门去和其
他部门协调处置， 力度又不太够。” 胡
智慧坦言， 理顺城市管理的体制， 是

成立城管委的初衷。
胡智慧告诉记者， 长沙市城管委纳

入了市委、 市政府序列的多家职能部
门， 将负责全市城市管理的宏观决策、
统筹规划、 组织协调； 研究决定城市管
理中的重大事项； 审议城市管理工作年
度计划； 负责统一指挥、 调配城市管理
资源， 协调跨部门、 跨区域的城市管理
事项等， 有助于厘清各部门职责， 形成
城市管理的合力。

“而由党政一把手担任城管委的主
要领导， 不仅层级规格高， 对各部门的
协调统筹力度也将更大。” 胡智慧介绍，
今后， 市城管委及其办公室将抓好城市
管理工作的考评、 督查、 暗访等工作，
切实当好“裁判员”。

事权将下放

此次长沙城管体制改革的另一大变
化是工作重心下移， 区政府成为城市管
理的责任主体， 原市城管局所属的各区
执法大队， 将成建制下放至内五区政府
和高新区管委会管理。

一同下放给区政府的， 还包括7项
管理维护的具体事权和5项审批权限，
即： 辖区内城市管理维护和综合行政执
法工作、 牛皮癣清理工作、 城区交通隔
离设施清洗工作、 楼栋和公共景观亮化
维护工作、 向阳湖保洁工、 城市建筑垃
圾消纳场的设置管理工作以及门店招牌
和施工围挡广告设置管理工作。 审批权
限包括： 临时占用、 挖掘城市道路； 依
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 杆线等设
施； 关闭、 闲置、 拆除存放生活垃圾的

设施、 场所； 临时占用街道两侧和公共
场地； 临时占用城市绿地 （不含园林公
园） 和砍伐、 修剪城市树木 （不含园林
公园） 等。

胡智慧介绍， 城管工作大部分发生
在基层， 工作的重心和着力点也应该在
基层。 长沙市各区执法大队约有1300
余名执法队员， 随着他们的人事权下放
到区里， 区政府将更有力地领导、 指挥
好这支队伍。

不仅仅是人员下放， 城市管理经费
也随之下放到区， 按照2013年的基数
标准， 2.5亿元的经费基本上都下放到
区政府。 “过去， 市城管局承担了一些
建设项目， 如景观街、 社区公园、 道路
的小修等， 今后这样的城市建设项目由
区级政府承担。”

重心下移后， 为了加强对各区的监
督考核， 长沙市每年设立4000万元的
城市管理奖励专项经费， 其中长沙高新
区和内五区各承担500万元， 市财政安
排1000万元。 将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
对各区城市管理工作实行考评排名， 排
名靠前的兑现奖励， 排名靠后的实施惩
罚， 城市管理工作还将作为各区绩效考
核的重要指标和考核选拔干部的重要依
据， 建立全方位考核奖惩机制。

职责更明晰

曾有报道称， 长沙市民王先生经过
书院路与南湖路交会处时， 掉进了大坑
里面， 摔得一身是伤。 当事人先后致电
市政公司、 城投开发建设集团、 负责书
院路改造的投资方， 都说与他们无关。

而随着此次出台的 《关于进一步明
确城市管理职责有关事项的通知》， 城
市管理今后将不再找“相关部门”， 而
是职责明确。

《通知》 对17个城市管理事项进
行分部门、 分职责精细划分、 一一认
定。 这17个事项包括： 建筑垃圾、 砂
石、 预拌商品混凝土运输管理， 工地围
挡管理， 小区物业监督管理， 停车场管
理和人行道违章停车执法管理， 噪音扰
民执法管理， 殡葬灵堂设置管理， 城区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 排水管网维护
管理， 油烟排放管理、 秸秆燃烧和垃圾
焚烧管理， 商业网点、 农贸市场、 门店
卫生秩序管理， 城区公园 （不含社区公
园）、 景区的市容环境卫生秩序管理，
市政工程移交管理， 夜市摊点规范管
理， 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执法工作， 户
外广告管理， 地下通道电力线路及照明
维护管理， 过街人行天桥维护管理。 各
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将对照“职责清
单” 一一认领， 今后再想推诿责任“踢
皮球” 就难了。

各个部门对自己的职责清楚了， 老
百姓遇到什么问题是不是还需要先搞清
是哪个部门的责任， 再向相关部门投
诉、 需求解决呢？ 胡智慧介绍， 不需要
这么麻烦 ， 长沙市原城管投诉热线
12319仍将发挥其作用， 市民遇到城市
管理中的任何问题都可拨打该电话， 由
城管委办公室厘清责任后， 再责成相关
部门处置到位。

据了解， 长沙将在本月内完成城市
管理各项交接工作， 按新的城管体制运
行。

城市管理的创新之举
———解读长沙“大城管”

4月2日上午， 南县厂窖镇， 79岁的日本共产党员前田清在 “厂窖惨案 ” 纪念碑前献花。 1965年11月， 前田清来华参加
首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 得到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此次南县之行， 前田清作为日本中
国友好协会兵库县联合会会长， 带领部分会员来到厂窖凭吊、 忏悔， 并与幸存者交流座谈。 本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