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吴希

城市品质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面镜子。
一旦城市交通运输出现乱象， 必然成为城市品
质的一大污点。 如何清除交通乱象、 维护长沙
文明城市形象， 近日， 记者专访了长沙市交通
运输局副局长刘兆群。

刘兆群告诉记者， 长沙市将今年定位为
“攻坚克难， 综合治理” 年， 以客运站场为中
心， 集中力量管点控面， 主要采取严管重罚、
有奖举报、 增加投放等措施， 改善城市交通运
输。

出组合拳， 就要求拳拳击中要害， 打出长
沙市“打非” 的决心和力度———

净化出租车运输市场， 与公安部门联合查
扣套牌的士。

加强源头治理。 杜绝拼装、 改装客运车辆
流入市场， 着重打击车辆改色、 改型， 加装出
租车顶灯、 计价器、 公司标识等， 销毁拼装、
改装客运车辆， 取缔改装厂， 注销参与非法营
运公司组织的法人登记资格， 处罚到位。 打击
取缔涉黑组织非法营运窝点， 捣毁其场地和组
织结构， 对其犯罪行为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达
到打击和威慑的效果， 促进客运市场稳定、 安
全、 规范、 便捷。

杜绝喊客拉客人员为黑站黑点组织提供客
源， 切断其与黑站黑点利益链条。 清理和整顿
城区客流密集地、 非法营运聚集地人行道上车
辆乱停乱靠， 实施严格处罚， 减少非法营运生
存空间， 维护城区良好秩序。

重拳出击整治黑站黑点， 净化道路旅客运
输市场。 重点查处小轿车、 商务车、 大客车未

经许可， 擅自从事道路旅客运输行为； 客运车
辆超范围经营的行为； 假以组团旅游方式招揽
旅客， 按班车模式定点定线运营的行为。

同步推进管点和控面。 在各区选定1至2个
重点区域、 重点路段， 综合施策， 强力整治，
打造样板， 做到监管无盲区， 实现全市城区客
运秩序井然有序。

完善设施， 强力监管。 联合交警， 加强涉
牌涉证的查处， 规范车站及其周边车辆行停秩
序， 加密与运用高清摄像头， 实行联合处罚。

组建东、 南、 西、 北汽车站和火车站、 火
车南站整治办。 各站整治办由属地政府牵头负
责， 实行“定部门、 定人、 定岗、 定责” 制，
形成市、 区执法部门和当地政府共治共管合力，
严厉整治站内站外及周边乱象， 重拳打击各类
违法违规行为， 形成良好站场秩序。◎责编：李军 美编：吴希◎

本报记者 周湘云

至2014年2月20日， 长沙市机动车已达
158.9万台，驾驶人已增至177.9万人，与2007年
相比，总量翻了一番还多。 窥斑见豹，车辆骤增
幅度，足见长沙交通治堵难度与压力。 2月25日，
记者就省会交通治理现状及前景采访了长沙市
公安局副局长、交警支队支队长徐波跃。

交通治堵7难题

谈起中心城区交通拥堵日益加剧的原因，
徐波跃信手拈来。

除了机动车保有量趋近饱和、 城区没有快
速交通干道、 占道围挡影响道路通行效率、 市
场货运对城区交通干扰大、 公共交通运行效率
不高、 城区高强度开发加剧行停困难等各大城
市常见的6大原因外， 徐波跃着重介绍了城区
路网结构的先天不足。

他做着手势比划着： 湘江、 京广铁路、 浏

阳河、 京港澳高速穿城而过， 将城区一分为五，
南北狭长的特有地形， 加上“文夕大火” 以来
随意搭建而自发形成的城市布局， 给交通组织
带来很大的难度。 湘江以东中心城区， 主干道
中， 蔡锷路、 黄兴路、 车站路、 解放路这样的
断头卡口路占到35.6%， 支路、 背街小巷弯多、
过窄， 人居密集， 改造难度大， 道路通达性和
成网性较为欠缺。 东部区域的远大路、 人民路、
劳动路、 书院路等主干道在跨京广铁路、 东二
环线时， 路幅变窄， 通行能力明显下降， 远大
路团结立交桥、 人民路杨家山立交桥等交通节
点已经成为城区长期堵点。 虽然近年来城区道
路得到全面提质改造， 但是新修道路近8成建在
二环线以外， 中心城区新修道路不多， 道路供
给能力远远跟不上机动车增长速度。

8大措施保畅通

交通出行事关民生， 如何确保省会交通畅
通， 徐波跃谋划不停、 奔波不止。

徐波跃认为， 治理城市交通拥堵是一项复
杂而系统的社会工程， 必须坚持近远结合、 标
本兼治， 不仅要加强末端管理层面的治堵工
作， 也要推进规划、 建设等治本层面的配套措
施。 言谈间， 保畅通的8大措施逐一清晰： 强
化城市交通综合治理职能、 构建“三横三纵三
环” 快速干道路网、 完善城区路网结构和基础
设施、 启动智能交通三期工程、 科学制定并实
施车辆限行措施、 加大停车设施建设力度、 提
高公共交通分担率、 加强城区开发调控力度
等。

采访即将结束， 徐波跃再次强调了“大交
通”的概念。他说：“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等都设
有交通委， 对推动城市交通协调发展起到了主
导作用。 我们将积极推动成立长沙市城市道路
交通管理领导小组， 强化城市交通综合治理职
能。 通过权威的顶层设计， 自上而下统筹解决
城市交通规划、 建设、 管理中的诸多问题， 为
畅通工程保驾护航， 推动城市交通又好又快发
展。”

本报记者 陈永刚

近些年来， 如果说有哪个职业被吐槽最多、
争议最多， 那可能非城管莫属了。

一片嬉笑怒骂声中， 长沙城管在保持战斗
力的同时， 在市民中的口碑也相当不错。 长沙
市城管执法局局长肖雄飞认为， 依法执法、 文
明执法， 是打造一支有战斗力队伍的关键。

肖雄飞介绍，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
快， 城区有限的面积和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
之间的矛盾、 公共资源和各种个体利益诉求
之间的矛盾， 使得城市管理的标准和要求逐
年提升。 另一方面， 城市人口组成以及来源
日趋复杂， 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呈现多层面、
多维度。 如何在社会各阶层复杂的利益诉求
和利益博弈中找到平衡点， 成为城管部门面
临的突出问题。

他举例说， 单从市民最关心的占道经营问
题上来讲， 就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群体： 其中
既有迫于生计的低收入群体、 想增加收益的门
店经营者、 出于赚取外快偶尔摆摊的白领； 也
有追求生活品质的高收入人群、 受到占道经营
不正当竞争而遭致利益受损的规范经营户、 出
于安全和交通考虑对占道经营有意见的市民。
最后， 调节这些利益关系的职责都落到了城管
部门的头上。

肖雄飞认为， 法律法规是调节不同利益关
系的最佳工具， 通过依法执法可以找准社会各
阶层复杂的利益诉求和利益博弈中的最佳平衡
点。 2010年， 全国首部城市管理的地方性法
规———《长沙市城市管理条例》 的颁布， 成为长
沙城市管理发展的里程碑。 近年来， 全市城管
部门按照 《条例》 要求， 善用法律， 规范行政
行为、 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协调各级各部门

依法履职， 营造大城管氛围； 同时加强 《条例》
宣传， 促使更多的人来关心城市管理、 参与城
市管理工作， 努力促成“人民城市人民管” 氛
围的形成。

长沙市城管执法局高度重视队伍建管工作，
着力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学习培训机制、 监督检
查机制、 工作责任机制、 督查考核评价机制等
四项机制， 制定了城管执法“五条禁令”、 文明
执法“六个必须四个严禁”、 行政效能建设“八
不准” 以及违纪违规责任追究制度等， 逐步形
成了一套科学严谨、 权责清晰、 奖优罚劣、 导
向正确的队伍管理体系。 开展了一系列的学习
教育活动， 不断培养队伍依法履职、 迎难而上、
为民服务、 敬业奉献的精神品质。 在急难险重
任务中、 社会公益活动中积极作为， 不断强化
执法队伍服务社会的意识， 以实际行动诠释了
“执法” 和“服务” 的关系。

8大措施保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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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支依法文明执法的队伍
———访长沙市城管执法局局长肖雄飞

“打非”组合拳砸向交通乱象
———访长沙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刘兆群

长沙市交通执法队员在长沙火车南站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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