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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望城区正式启动全国首个采
用全鲲鹏架构的区县级智慧城市项目，利用
一云（智慧望城鲲鹏云平台）、一网（“我的长
沙”APP望城专版）、一屏（智慧城市运营中
心），打造出智慧城管、智慧政务等与民生实
事息息相关的应用场景，小至衣食住行，大
至管理决策，城市管理正变得越来越“聪
明”。

“该人违反《长沙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依据
条例处以两百元罚款，并责令立即改正。”10
月13日，丁字湾街道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中
队队员苏儒、黄凌志在石韵社区进行垃圾分
类工作检查时，发现一水果店老板未按规定
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立即在“执法通”APP系
统中立案，并输入处罚建议。该案件在“望
城区执法办案系统”中经中队长、街道法制
审核人员、街道党工委负责人“三级审批”
后，最终开出了自《条例》正式实施以来全区
第一张垃圾分类行政处罚单。

“新城国际花都小区发现店外经营！”11
月15日上午11点35分，望城区城管指挥中
心的大屏幕上闪烁起红色警报，同步传来

“城管机器人”拍摄的该小区周边街巷照片，
可以清晰地看到人行道上几个菜贩正占道
经营。值班人员立即通知街道城管执法中
队出动，不到 20 分钟，该案件即处置完毕，
道路又恢复了清爽。

在该区城管指挥中心，数十个在建工地
及其出入口的实时画面清晰地展现在大屏
幕上，该区通过“智慧渣管”平台系统，进一
步规范对建设工地、消纳场、渣土公司和运
输车辆的管理，从源头上有效防控渣土车超
限超载、沿途撒漏、乱倒乱卸等问题出现，最
大限度减少渣土扬尘、环境污染现象发生。

而在大众垸的广袤土地，12座高度超过
40米的基站铁塔上，一个个360°自动巡航高
清可见光与热成像双目摄像机，如同“天眼”一

样，对露天焚烧行为进行24小时监控，有效监
控范围约为150平方公里。一旦摄像头扫描
到高温火点，便会及时触发报警，并将信息推
送到相关处理平台，网格员可按GIS地图导航
选择最优路径赴现场执法，形成快速高效的焚
烧发现-验证-交办-取证-处置-结案的闭环
流程。

据了解，接下来，该区还将进一步打造智
慧城管“1+1+3+N”体系，通过建立1个综合
治理中心，构建1个大数据平台，集成智慧监
控、智慧管理、智慧服务与公众互动3大功能
模块，延伸N个街镇子系统，形成纵横协同联
动的智慧治理体系，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十四五”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望城城
管人正以时不我待的精神状态、砥砺拼搏的
奋斗之姿踏上新的征途，为全面建设现代化
长沙贡献积极力量。

落实“四精五有”
————看望城区城市管理书写精彩答卷看望城区城市管理书写精彩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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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岁末，行走在长沙市望城区，一幅精
致秀美的城乡画卷徐徐展开——

漫步乡镇，一条条乡间小路平坦整洁，一
座座农家庭院美观雅致，一个个农贸集镇规
范有序；骑行城区，崭新的道路如碧带延伸，
两厢绿树成荫、路灯齐整，社区公园如颗颗明
珠散落在小区之间，居民们在鸟语花香中载
歌载舞，尽享舒适宜居的美好生活。

这平凡的幸福背后，是望城城管人孜孜
不倦的付出和锲而不舍的坚守。近年来，望
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省、市城市管理工作会议精神，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城乡人居环境
持续优化，城市管理体制机制运行更加顺畅，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能力显著提升。该区成

功入选全国首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
化利用示范区”，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今年11月，在长沙
市委、市政府吹响建设“精美长沙”嘹亮号角的
背景下，望城区委、区政府出台《关于认真落实

“四精五有”要求，加快建设精品城市的实施意
见》、《关于认真落实“四精五有”要求，进一步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的实施意见》等一揽子文
件，掀起新一轮城市建设与管理热潮。

望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党组书
记、副局长周国如表示，要以人民为中心，以
法治为依托，紧扣“四精五有”总体要求，坚持
全领域覆盖、全周期管理、全要素统筹、全社
会参与，对标先进城市，立足望城特色，全面
提升城市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
平，助力建设更加生态、智慧、活力的宜居新
望城。

“对于违章搭建的围栏坚决予以拆除！”
11月20日，一场拆违专项执法行动在望城
区月亮岛街道展开，街道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中队60余名队员集体出动，指挥拆除、维
持秩序、调解群众，每一名队员均倾尽全力、
默契配合，不到4个小时，金湘苑、星澜之悦
两个小区之间违章搭建的约500米长围栏
就被安全拆除。

“执法行动的高效来自工作机制的科
学。”月亮岛街道城管办主任朱栋超感叹。
原来，传统上街镇城管有2支力量，其中街
镇城管队伍属于街镇管理，区城管局派驻街
镇的专业执法中队由区局管理，执法过程中
难免出现“两张皮”、“多头指挥”的问题，影
响执法效率，而且街镇队伍在城市管理工作
中没有执法权，“看得见，管不着”的现象时
有发生。

今年以来，望城区强力推进城市管理体
制改革，出台《长沙市望城区城市管理体制
改革方案》，按照“应放尽放”原则，扎实推进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的“事、人、财、物”等权
力下放至街镇，强化执法事项属地管理，实
现执法重心下沉，有效破解了基层城管执法
难题。

按照方案，该区明确向街镇下放城市管
理方面行政处罚权 164 项，其中直接赋权
161项、委托下放3项，并将“大型户外广告
设置审批”直接赋权街镇审批，进一步完善
街镇权责清单，让街镇执法有据可循。此
外，将区城管执法大队70%的人员下放至街

镇，派驻街镇中队队员的日常管理、绩效考
核均由属地街镇负责，中队队长的人事任免
和调动须征求属地党（工）委意见，原先的两
支队伍人员实现同工同酬、深度融合。派驻
街镇中队的相关工作经费，也按年初预算标
准由区财政直接拨付到街镇。

权责的对等匹配，两支队伍的“合心、合
力、合拍”，进一步激发了街镇城管工作的积
极性。今年来，区、街镇联动，共拆除违建
28万余平方米；受理违建交办件共计72件，
已完成63件；全区城市管理执法办案数量
2200余件，罚没款1000余万元，其中已办
结规划建设领域案件 20 件，罚没 424 万余
元，较去年增长了200%。

与此同时，该区加大城管领域行政审批
改革，将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城市绿地占
用、树木移栽修建等5项工程建设相关事项
的审核，全权授权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与工
程其他施工手续集中办理，实现在一个窗
口、一套资料、一次进行申报，建设单位再也
不用分头跑资规、住建、城管等多个部门，省
时又省力。

为更好地服务项目，加快建设进度，该
区还将原来必须办理了工程建设手续之后
方能进行渣土处置的审批，简化为项目取得
用地手续并进行立项后即可办理。“项目在
办理其他工程建设手续的同时，就开始进行
场地平整施工了，这为我们至少节约了一个
月的施工周期！”区内春江学府项目负责人
由衷点赞。

建设精品城市，始于科学规划、工于精
致建设、成于有效管理。

走进位于望城区雷锋东路与小湖河北
路交界处的雷锋东路公共厕所，只见地面干
净透亮，洗手台没有多余水渍，整容镜、卫生
纸、换气扇、冲水感应阀等设施一应俱全，让
人感觉卫生舒适，退而远观整座公厕，淡雅
的浅黄色调、现代的建筑设计，与周围的绿
树、河流相映成趣，仿佛城市公园中一处别
出心裁的景致。

今年来，望城区积极推进“厕所革命”，
新建和提质改造10个垃圾站、10座公共厕
所。每一座公厕均实行定人、定岗专人负
责，每天维护清扫不少于 3 次，每周进行一
次大扫除，确保环境卫生干净整洁。管理人
员每日检查公厕内设施设备，发现问题及时
上报维修。

城管部门最主要的职责是扮美城市，在
新一轮城市建设过程中，望城城管人更是下
足“绣花功夫”，做活“精”字文章，以更高标
准管理、更严要求执法，持续用自己的智慧
和汗水，精心雕琢优化城乡环境的每个细
节。

在垃圾分类方面，该区因地制宜、对
“症”下“药”。在人口密集的城区，推行“小
区居民袋装出户、分拣员二次分拣、街道分
拣中心集中”三级分类减量；在人居密度较
低的农村丘陵山区，采取“农户收集、村组集
中、镇中心站分拣、生态合作社统一回收”方
式；在自然净化能力较强的湖区垸区，则引
导农户按照“卖一点、沤一点、埋一点、运一
点、收一点”的“五点减量法”进行处理。目
前，全区涌现出84个市级垃圾分类示范村、

5个市级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形成了
政府推动、市场运作、全民参与、全
域覆盖的垃圾分类减量体系。

在农村改厕方面，该区累
计投入财政资金1.5亿元，共清
除和改造农村“旱厕”2500 余
座，改（新）建农村无害化卫生
厕所 7.8 万余座，率先全市实
现农村无害化厕所普及目标，
全区农村无害化厕所普及率达
95%以上。区城管局对改厕施
工队进行现场培训、“考试上岗”，
严格执行“首厕过关制”，完工后还
建立回访制度，张贴改厕公示牌，明
确管护人，确保“建设一个，成功一个，
管好一个，用好一个”。

在污染防治方面，持续推进“蓝天保卫
战”，严格落实“六控”“十严禁”措施，在建工
地扬尘治理、秸秆焚烧整治成效明显，今年
以来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5.6%，“望城蓝”成
为常态。扎实开展湘江流域禁捕退捕，今年
共出动执法人员1万余人次，开展联合行动
171次，清理违规网具4171张，查处非法捕
捞行政案8起，办理涉渔刑事案件7起，目前
全区电、毒、炸鱼现象基本杜绝，江河涉渔

“三无”船舶基本清零，湘江拦河坝等重点水
域非法捕捞现象基本扼制。

站在历史的节点，该区又启动城市建设
管理提质两年行动计划，铺排10条道路、10
个小区、30个节点提质改造项目，深入推进
施工围挡、广告招牌、装修垃圾处置等十大
专项整治行动，一座更加精致精美的品质城
区正加速成型。

一座有品位的城市，不仅有好看的皮
囊，还要有实用的功能。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位于高塘岭街道
的红旺大市场内，300多家商户开始了晚上
的经营，一家家饭店、南食店、服饰店里好不
热闹。

“以前这里晚上可没这么热闹。”在市场
内开了十多年小超市的唐军回忆，这家市场
是一家运营十多年的老市场，路灯等基础设
施不完善，一到晚上整个市场便黑漆漆的，
仅靠各家门店的灯照明，生意不好不说，还
容易遭小偷，老人走路也常磕碰摔倒。

今年年初，望城区城管局启动对该市场
的提质改造工程。为让改造切实听民意、合
民心，该局在市场内设置了城管执法岗亭，并
建立市场微信群，线上线下多渠道听取商户
对改造的意见和建议。“由于多户老板提出要
加装路灯，局里将这一项加入改造中。”区城
管局公共设施建设管理科负责人介绍，工程
为市场加装了12盏LED节能灯，且考虑到商
贸市场对照明广度的要求较普通路面更高，
于是为其“量身定制”了高度达12米的高杆
灯，如今整个市场都被照得通明透亮，晚上客
流量提升了许多，老板们赞不绝口。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
民。”望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局长谢
孟表示，作为城市管理者，一定要紧扣衣食
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等民生关切，构建
布局合理、品类齐全、安全可靠、适度超前的
功能设施体系，让市民居住出行、就学就医、

运动休闲等更加便捷、舒适，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今年，望城区城管局共完成雷锋大道人
行隔离护栏安装项目、社会路口硬化工程、
区主次干道路灯增补工程、高塘岭片区老旧
市政道路路灯提质改造工程等6个政府投
资项目建设，全年新建人行道 U 型护栏
9000余套、硬化社会路口11340平方米、增
补修复路灯杆350基，同时稳步推进共享电
动自行车引进工作，编制出台《望城区城市
道路照明设施维护管理考核细则》，常态化
抓好公共路灯建设、移交管理工作，组织移
交道路 33 条，共移交路灯 3191 杆、灯泡
4597盏。目前该区整体亮灯率达99.24%，
超过全国文明城市考核亮灯率要求，为打造
独具魅力的“望城夜景”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外，该区结合全区燃气专项规划、“一
圈两场三道”建设、“海绵城市”建设等，有序
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全年共投入1
亿元，改造31个小区，涉及1302户居民、76
栋房屋，提质面积约12万平方米。

如今，文源路片区的废弃洼地、老旧办
公楼、碎片化场地蝶变成为居民期盼的社区
公园、体育健身场、快递投放点等；湘陵社区
绿树成荫、鸟语花香，便民服务岗亭内书刊、
充电器、应急药品等一应俱全；雷锋小区里
雷锋书屋、雷锋墙绘等无处不在的“雷锋元
素”如春风化雨般滋润着居民的心灵……市
民的“小幸福”与城市发展的“大梦想”真正
实现同频共振。

聚焦制度改革 执法办事更高效

聚焦精细管理 城乡品质更精美

聚焦民生项目 城市生活更温暖

聚焦现代科技 城市管理更智慧

白箬铺镇光明村农村改厕建造的人工湿地。

望城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一
屏”尽知区内城管大小事。

望城区燃气热力事务中心与燃气公司工作人员定期
对小区燃气设施进行检修维护。

提 质 改
造后的雷锋
小区干净整
洁，处处可见
的“ 雷 锋 元
素”如春风化
雨般滋润居
民的心。

雷锋东路公共厕所美观雅致，如城市公园里一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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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范远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