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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长 沙 以 “绣 花 ” 功
夫推进城市管理 ， 城市 环境 与
品质明显提升。

长沙市城管执法局供图

■ 郑 旋
只有久居长沙才会发现， 这座城市

星城今朝更秀美

的轮廓、气息与温度，已不同往昔。
新中国走过七十载春秋， 长沙城市

——
—长沙城市管理工作纪实

形象的变化日新月异。如今，车行五一大
道，道路两旁花团锦簇，清新市容扑面而
来 ；走 上 街 头 ，太 平 街 巷 青 砖 黛 瓦 ，纯 净
老 城 味 道 凸 显 ；夜 幕 降 临 ，公 园 里 、广 场
上，人们或歌或舞，欢声笑语随风飘送。

▲

这一切，源自精细的管理艺术。随着
城市管理工作从无到有，近年来，长沙坚

勇创新 破解垃圾围城

长沙 每天 有上 万 名

环卫 工人 流动 在 街头 巷

持以人民为中心，按照“高、美、严、精”的

尾，为城市“美容”。

城市管理要求，改善人居环境、优化市容

5%至 8%的垃圾年增长率，没有合适土
地建垃圾填埋场……与全国三分之二的城
市相似，长沙也遇到过
“
垃圾围城”的危机。
过去， 长沙生活垃圾处理主要靠卫生
填埋，但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约 8000 吨
生活垃圾日产量汹涌而来， 于 2003 年投
入使用的唯一的垃圾填埋场难以承受。
在紧张的人地关系下， 长沙瞄准生活
垃圾终端处置体系转型升级， 积极推动垃
圾终端处置由“卫生填埋”向“清洁焚烧”转
变，由“单一处置”向“协同处置”升级，构建
多点支撑的垃圾终端处理体系。
仅仅两年半时间，全国规模最大、工期
最短、工艺最新、形象最佳的单体清洁焚烧
项目在望城区黑麋峰拔地而起！
2018 年 1 月 18 日，长沙市生活垃圾深
度综合处理（清洁焚烧）项目正式点火试运
行，每天处理生活垃圾 5000 多吨，年发电
量 5 亿多度。
综合利用、变废为宝，长沙对生活垃圾

秩序、提升城市品质。
在 1.18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每天
流动着数以万计城管队员、 环卫工人、市
政人员和园林工人。 正是一代代城市管理
者的辛劳付出，长沙处处展现出高质量的
城市品位与品格。

提颜值 城乡焕然一新

▲ 今年 10 月底 前，长 沙 将
实现 633 个社 区生 活 垃圾 分

▲

类全覆盖。

长沙 “一圈 两场 三 道建 设”成 效 显著 ，

市民生活宜居家园美。

▲ 长沙 城管 执法 人 员做 到“着 装

▲

一座历史底蕴深厚的老城，必然面临岁月
磨砺带来的痕迹。
长沙，千年古城，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一
场大火，曾凋敝一时。 后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
快，环境污染、房屋老旧、道路坑洼、绿化缺失、
公共设施残破等问题随之而来。
“脏、乱、差！ ”10 多年前，还在读大学的周
俊依稀记得，每每从外地高校回到长沙，总是
想赶紧逃离火车站。 近些年，火车站周边马路
变干净了、摊贩也少了，每一次路过，都让他爱
长沙更多一些。
洁净，始终是一个城市的“脸面”。 为了维
护市容环境，长沙城管部门实施市容环卫常态
长效保洁新机制，严格落实每周一至周五的环
卫专业部门常规清洗作业机制和周末大扫除
活动，坚持周六周日全天候、全覆盖清洗作业
模式， 确保主城区清扫保洁基本实现 100%全
覆盖。
现在， 长沙每天有 1 万多名环卫工人，分
布在城区主次干道、支街小巷、居民小区、单位
庭院、城乡接合部各个角落，清扫垃圾，清理卫
生死角。
日常保洁还不够，长沙大力推进桥梁隧道、
交通隔离设施等各类市政公共设施的常态化养
护管理，提升城市
“
颜值”。 2018 年，长沙加强市
政设施日常巡视、管理，共维护修补路面 31.8 万
平方米，人行道修补 20.6 万平方米，保持城区道
路完好率达 97%以上，路容甚为美观。
曾几何时，地处新城、旧城结合地带的岳
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配套设施落伍，由于夜市
经营带来的环境卫生、噪音扰民、交通拥堵等
问题接踵而至。 从 2017 年起，岳麓区城管执法
人员重拳出击，整治市容秩序、缓解交通拥堵，
令大科城焕发新颜。
如今，麓山南路迎来送往的车辆走得顺畅
了，阜埠河路、登高路等主次干道上兜售小吃、
日常用品的流动摊贩不见踪影。
一直以来，乱设乱贴、乱摆乱卖、乱搭乱
占、乱停乱放、乱吐乱扔等现象，属于城市“顽
疾”，一抓就灵，一放就弹。 为着力破解各类市
容乱象，长沙城管多次联合住建、公安等部门
展开治理。
针对屡禁不止的机动车违停现象，长沙城
管会同交警开展联合执法， 重点整治五一路、
韶山路等城区 38 条道路人行道机动车违停行
为， 将查处违停信息同步纳入交警处罚系统，
实施联动处罚。
这一创新之举，有效遏制了机动车侵占道
路的现象，不仅还长沙更多畅通，也减少出行
安全隐患。 现在，66 岁的王冬才出门很放心，
她说：“在长沙生活一辈子，城市越住越安全！ ”
从城市干道到边街小巷， 从地面到空中，
长 沙 城 市 管 理 触 角 是 不 断 延 伸 的——
—2018
年， 长沙督促整改共享单车违停问题 7 万起，
查处违规夜市 1.5 万起， 拆除违法户外广告、
招牌和楼顶发光字等 2356 处。
天上地下，大小角落，长沙的干净整洁触
目可及。 走进望城区六合围村，“垃圾灰尘满天
飞”的面貌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清爽的乡间小
道，向田间房舍延伸，一幅美丽画卷呈现眼前。

规范 、持证 上岗 、文 明执 法、全 过 程

美姿态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城管部门处处雕琢绿化景观， 长沙以最

傅聪 摄

记录”。

深内涵 蝶变宜居家园

城市的本质是什么？ 2000 多年前，古希
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人们为了生活来
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好居住在城市。 ”
如同长沙市城管执法局党组书记、 局长
邓鹏宇所认为：“城市的核心是人， 我们是为
了人而管好城市。 ”
2015 年，长沙启动“史上最大规模拆违
控违行动”， 三年累计复绿增绿约 1414 万平
方米，林荫路网工程、“千园之城”工程和城乡
绿道工程稳步推进。
家园绿了！ 同样三年时间，城管部门组织
实施 150 多个重点老旧社区改造，从地面、排
水、绿化、交通微循环、水气电入户、社区休闲
场所等多方面开展硬件设施提质， 打造开福
区陈家湖、岳麓区龙王港等畅通、清洁、靓丽、
幸福的“品质社区”。
家园美了！ 为进一步提升舒适度，长沙启
动 5 条主干道、50 条支路街巷提质改造，涵
盖路面、人行道、立面、绿化、亮化、管线“六位
一体”，新建 4 座人行立体过街设施，塑造 3
条特色风貌街巷和 15 个都市园艺社区。
今年，重点聚焦“一圈两场三道”建设，城
管部门新建、改造人行道 289.65 公里。 各类
箱柜、亭棚、杆线等占道设施被清除，坑洞病
害被治理，只要低头，脚下就能看到风景。
不仅人行道，自行车道、历史步道也重现
美观有序， 停车场、 农贸市场环境秩序井然
……家住陈家湖社区玲珑阁的黎应元真切感
受到，幸福在家门口升级，出行、休闲、购物等
各种需求都能在
“
15 分钟生活圈”内得到满足。
璀璨星城的独特夜景全面升级。 由市城
管执法局牵头，长沙对湘江西岸沿线、黄花机
场、人民路等区域进行亮化提质，三一大道、
东二环和长沙大道两厢共 166 栋楼宇完成改
造，当夜幕降临万家灯火点亮，无论本地人、
还是他乡客，皆流连忘返。
民生工程， 是一座城市人本温度的体现。
2018 年，长沙将城管工作重点对准城市痛点，

的处理升级不停。 目前，污泥与生活垃圾清
洁焚烧协同处置二期工程开工， 关键设备
比一期更先进。 从 2021 年起，长沙生活垃
圾将实现全量焚烧，彻底告别填埋时代。
事实上，破解“垃圾围城”困局，长沙的
创新不止于此。
早在 2016 年，长沙在全市 10 个街道
57 个社区率先试点生活垃圾分类，从源头
推动城市垃圾减量。 随后两年，城管部门出
台了 《长沙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
案》，创建 62 个示范社区和一批党政机关、
学校、医院等示范机关（单位），建成大件垃
圾、园林绿化垃圾、装修垃圾等一批资源化
利用项目。
如今， 长沙各街道小区和公共场所，
干、湿两种不同类型的垃圾桶遍地开花，通
过加大垃圾分类宣传力度， 市民逐渐养成
良好的垃圾分类意识。 家住岳麓区八方小
区的何慧琴每天坚持分好类再扔垃圾，在
她看来：“这是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大好
事。 ”
过去一年， 长沙垃圾分类取得历史性
突破：同比减量 13.59%。 数据看似微不足
道，背后却蕴藏着城市管理“久久为功”的
定力。
目前，长沙对全市大小餐饮店、机关食
堂垃圾潲水进行强制处理， 实现了对全市
2.5 万余家餐饮企业、餐饮门店餐厨垃圾收
运处理的全覆盖， 日收运处理餐厨垃圾
800 吨以上。
全覆盖收运、 市场化运作、 资源化处
置、全方位监管……长沙，积极践行“十三
五”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的“绿色发展”理念，
成为全国首个实现餐厨垃圾收运处理全覆
盖的城市， 走出一条独一无二的餐厨垃圾
收运处理“长沙路径”。

强转变 守护城管初心

▲ 城市 面貌 今非 昔 比，长 沙展 现 出 高
质量发展的城市品位与品格。

新建示范性公厕 11 座， 提质改造公共垃圾站
（厕）100 座，掀起一场火热的
“
厕所革命”。
随着城市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 群众对
人居环境的需求层次越来越高。 近年来，一场
事关生存的战役在长沙持续打响： 按照长沙
市委、市政府推进环境大治理，坚决打赢蓝天
保卫战的部署要求，城管部门勇挑“主力军”
职责，打出系列“组合拳”，落实推进大气污染
防治。
一方面，加大清扫清洗降尘力度；另一方
面，全天候巡查渣土运输违规行为，全方位排
查餐饮油烟超标排放，对焚烧垃圾秸秆等行为
进行监管执法……自蓝天保卫战打响以来，长
沙城管部门日均组织出动执法人员达 2 万余
人次。
今年前 8 个月， 长沙城区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累计 193 天， 优良率为 81.1%。“星城
蓝”，眼下正是身在家乡抬头可见、出门在外
倍加思念，没有雾霾的湛蓝天空。

当今社会，城市管理者时常容易与负
面新闻为伍，人们似乎只要听到“城管”两
个字，心里总是不由自主和暴力执法联系
起来。
城管， 真的如政府脸上一颗黑痣，抹
也抹不去、擦也擦不掉吗？“当然不是！ ”邓
鹏宇的回答掷地有声。
自 2000 年推行城管综合执法以来，长
沙着力将城管执法队伍从“杂牌军”打造为
“正规军”， 先后按公务员标准公开招考录
用、 从军转干部安置中择优选拔执法人员
1300 多人。目前，全市城管行政执法队伍全
部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队伍素质和执法
水平得到有效保障。
今年 9 月 15 日， 雨花区城管执法大
队黎托中队执法人员在古曲南路进行日
常巡逻时，将一名违规摆摊老人的磅秤进
行了暂扣， 在对老人进行普法教育后，执
法人员归还了磅秤。
可没想到，在这之后，老人来到执法
人员的办公室门前“坐地讨说法”。 不管城
管队员怎么劝，老人就是不愿意起身。 于
是， 黎托中队副中队长王磊也跟着坐下，
陪老人唠起家常。
“我们想，老爷子年龄大了，也确实不
懂城管法规相关的具体内容，就想换一个
执法方式，坐下来和他聊家常，慢慢让他
情绪平静下来，再进行普法。 ”经过近一个
小时沟通，老人终于明白自己在公共场所
摆摊属于违法行为，并对执法人员表达了

歉意。
长期以来，长沙并非单纯依靠行政命
令实施城市管理，相反，在城管立法、执法
过程中，努力实现“四个转变”，即在立法观
念上由“官本”向“民本”转变；在管理方式
上由“管理”向“服务”转变；在内容上由“粗
放”向“精细”转变；在手段上由“传统”向
“智慧”转变。
蓝天保卫战、扫雪除冰、抗洪抢险、重
大会议活动保障等各种行动中，“城管铁
军” 的身影处处可见。 但为了进一步创新
城市治理方式， 长沙围绕打造“互联网 +
城市管理”体系，充分整合固体废弃物、渣
土管理等智慧平台，完善市区智慧城管平
台建设。
环卫工人少了，新型智能环卫车辆多
了；执法人员少了，渣土处置工地和消纳
场视频监控多了……长沙，越来越倾向于
用“数据说话、数据决策、数据管理”城市。
2018 年 9 月，按照国家住建部统一规
范，长沙城管执法队伍换着全国统一城管
制式服装，以全新形象上岗。 今年 1 月，根
据机构改革安排，原长沙市城市管理与行
政执法局改名为长沙市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将市容环卫、市政养护、园林绿化、
燃气热力、亮化照明及城管综合执法纳入
“
大城管”范畴。
变， 亦有所不变。“从过去到未来，长
沙城管部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
本不变， 为人民管理城市的宗旨不变，以
‘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科学化、精细化、智能
化、人本化、法治化管理的决心不变。”邓鹏
宇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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