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目前，除海南外的其他 30 个省区
市，今年的省级地方两会已陆续落下帷
幕。多地政府工作报告聚焦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等领域，确定了许多改进、完善的
举措。

管 理 更 新 补 短 板

标本兼治缓解“闹心事”

光鲜靓丽的城市，在给人们带来舒适、
便利的同时，也存在许多短板，留下了一些
遗憾乃至教训。比如就在农历正月初三，
山东济宁市城管开展了春联“福”字专项整
治活动，并称贴春联“福”字带来了很大的
安全隐患和视觉污染，这引起网友侧目；2
月 5 日，浙江天台县赤城街道发生一起火
灾，共造成 18 人死亡；2 月 8 日晚，安徽省
铜陵市一化工厂发生爆炸⋯⋯

许多地方意识到，对于频频发生的问
题，不能止于治标，更应查漏补缺，切实提
升管理水平，找到病灶加以治理。如上海
市《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将开展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完成住宅小区老旧电梯安全
评估、燃气管道占压整治，并对 2017 年提
出明确的量化要求：为 100 个老旧住宅小
区增配或改造消防设施，完成 226 万平方
米危险房屋和严重损坏房屋的处置。

许多代表委员还对城市病的化解提出
建议。比如针对市民普遍关注的城市交通
管理话题，上海市人大代表胡建忠建议，通
过集中整治“治标”，以机制建设“治本”，真
正实现道路交通科学规范的长效管理。“从
严执法不仅要加大街面巡查，更要进一步
拓展发现渠道，充分运用技术手段。比如
提高电子警察覆盖范围，使交通违法无处
可遁，同时可降低执法成本。”胡建忠说。

打通“断头路”是发挥城市路网整体效
益、方便市民的重要保证，也是市民急盼解
决的出行需求。四川省人大代表、成都市
市长罗强专门前往该市部分“断头路”建设
现场，察看项目进展情况，解决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罗强表示，进一步方便市民群众
出行，有助于构建“双核共兴、一城多市”的
网络城市群。

北京市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则认

为，应该以最坚决的态度执行城市开发利用
边界制度，优化交通，缓解堵车，减少交通排
放。常纪文建议，借鉴纽约等国际化城市的
经验，在现有地铁的沿线，增设快速地铁线，
只在重点站停靠，解决交通潮汐现象。

住有所居出组合拳

保障房供给再加力

2016 年，一二线城市房价的迅猛上涨
引发普遍关注，也引发多轮调控。2016 年
12 月 召 开 的 中 央 经 济 工 作 会 议 明 确 了
2017 年楼市发展方向，强调要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为把握住房的居住属性，多地在政府
工作报告中表示将加强保障房供给，完善
长效机制作为发力点。如北京提出，将加
大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供应
比例；上海将完善“四位一体”住房保障体
系，新增供应 5 万套各类保障性住房；陕西
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升棚户区改造货
币化安置率，支持农民进城购房。此外，为
彰显遏制“炒房”行为的决心，不少省市已
提出了具体措施。如重庆提出 2017 年房
地产工作的重心是“积极防范各类风险，坚
决遏制炒房行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明确提出，要把
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提高
三四线城市和特大城市间基础设施的互联
互通，提高三四线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
务水平，增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
许多地方对此予以呼应。广东提出，提高
去库存工作精准性，重点化解非商品住房
库存，推进三四线城市商品房去库存。有
的省份还明确去库存的“量化指标”，如山
西省提出，“力争商品房待售面积消化周期

控制在 10个月左右”。
“库存积压的根本原因是产业结构和

人口结构出现了趋势性的变化，三四线城
市产业发展不充分，没有就业机会，吸引不
了人口。如果不解决产业发展的问题，去
库存的效果就较为有限。”吉林省人大代表
宋钦炜说。

环境攻坚呼唤蓝天

治霾要亮出“硬招”

频频来袭的雾霾天成为许多城市的
“心肺之患”，“大气治理”也成为 2017年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多地两会的热议话
题，不少地方明确治理目标，亮出“硬招”。

比如，河北省提出，把石家庄大气污染
防治提升到全省重要位置，确保廊坊、保定
禁煤区 18 个县（市、区）散煤归零。陕西把
治霾作为环境保护的头号工程，坚持减煤、
控车、抑尘、治源、禁燃、增绿六措并举，力
争今年关中地区 PM2.5 浓度降低 3%以
上，优良天数平均增加 5天。

多地两会上，代表委员提出包括立军
令状、推动联防联控、建立利益导向的市场
机制等建议。江西省政协委员、江西财经
大学教授李秀香表示，应该在生态环境保
护和治理领域，打破部门利益保护、部门壁
垒、部门扯皮等现象，使重大生态问题能得
到及时快速的处置和解决。上海市政协委
员黄山明指出，雾霾治理是一场“攻坚战”

“持久战”，也是全社会的一场“科普战”“行
动战”，需要推动全民参与科学治霾。

城市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逐步
解决，很难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只
要主动摸清情况、及时发现短板和认真解
决问题，着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宜居
性，就能为市民营造更加舒适贴心的环境。

发力城镇空间统筹

城市设计精细再精细

2016 年，各地在促进优化城镇空间布
局和功能等方面取得可喜成绩。今年，各
地继续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谋
划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

比如，城镇化潜力巨大的河南省强调，
统筹地上与地下建设，谋划推进一批水电
路气暖、垃圾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和教育、
医疗、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项目，提高县
级城市的承载吸纳能力。河南还列出“时
间表”，要求突出高水平编制规划、完善城
市功能、推进产城融合、提高人居环境质
量、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等关键环节，上半
年所有县（市）完成城乡总体规划编制，同
步完成总体城市设计，年底前完成市政公
用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规划编制。

山西则提出积极推进晋北、晋南、晋东
南三大城镇群建设。一方面，推动区域中
心城市发展，继续实施“大县城战略”，推进
产城融合，建设一批特色城镇。另一方面，
深入实施城市人居环境改善工程，加大老
旧工业区改造力度，加强城市综合交通网
络、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提高城市水气热、
通信、污水垃圾处理等设施保障能力。

统筹城市空间格局，既是为了优化经
济发展布局，也有助于打破行政区划的割
裂与限制。比如，安徽马鞍山市与邻省的
江苏南京市经济、文化往来频繁，是南京都
市圈成员之一，安徽省政协委员郑安慧建
议马鞍山市规划建设的轨道 1 号线与南京
地铁 8 号线互通，认为这对两市的市民往
来、经济互动都有很大的帮助，对安徽省内
城市圈、经济圈也将起到促进作用。

（石振勇）

2017年2月15日 星期三 13

执行主编 王薇薇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秦文竹秦文竹

联系邮箱 jjrbcs@163.com

城中不能少了“你”

近年来，很多城
市在扩容中都十分重
视绿地建设，通过植
绿培绿覆绿，增加城
市“绿”含量。然而，

绿地多起来的同时，侵占绿地或擅自改变绿地性
质等违法行为也多了起来，有些小区绿地变成“私
家菜园”，有些绿化带成了人行道⋯⋯

作为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基础设
施，呵护好绿地比建设绿地更为重要。从目前绿
地遭侵占或遭擅自改变等情况来看，根本原因还
是缺乏统一的规划、缺乏管理的硬度、缺乏爱绿护
绿的意识。

如何保护城市绿地，实现爱绿护绿常态化？
笔者认为关键还是要加强城市绿化成果保护长效
机制建设。一是要划好“地格”。哪些绿带绿地是
保护区，要挂牌，并通过媒介向市民宣传。二是要
明确管理职责。要明确维护城市园林绿化的责任
单位、保护原则，对因不作为、乱作为而造成重大
损失的单位和人员，要依法追究责任。三是加强
引导监督。要多重视民众力量，鼓励市民检举、监
督，积极举报侵绿行为，形成人人爱绿护绿的浓厚
氛围。 （江西南城 彭国正）

保护绿地需建长效机制

大连东海广场，人们与海鸟和谐共处。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天津市海河边，市民在喂食海鸟。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江苏连云港市大圣湖水库，野鸭在享受冬日

里温暖的阳光。 耿玉和摄

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以及人们爱鸟护
鸟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候鸟栖息在高楼林立
的现代都市里，与人们和谐共处。

“都市候鸟天堂”的出现，不仅促进了人与水、
自然与文化、生态与环境、休闲与旅游的和谐，也
大大提升了城市人居环境的质量。让城市花木环
抱，人鸟相依，不仅是所有人共同的心声，还应成
为城市发展的更高追求。

去年面世至今，共享单车在我国主要城
市持续大规模投放，便利百姓“最后一公里”
出行的同时，也带来了局部供大于求、随意
停放、挤占公共空间、影响正常通行及环境
景观等问题。践行自律、他律与互律制度建
设，是共享单车规范发展的当务之急。

不久前，4 家共享单车品牌摩拜、ofo、
小蓝、小鸣在深圳联合发布《深圳市互联网
自行车行业自律联合声明》，涉及规范企业
管理、停放管理、安全和服务以及用户管理
等方面。内容包括企业将公平竞争，有序
投放车辆，保证车辆投放的进度和规模与
企业自身管理能力相适应；配备与投放规
模相匹配的停放秩序管理团队，保证车辆
规范停放，不影响行人、机动车正常通行；
不断改进车辆技术，建立客户服务系统，及
时响应和处理用户咨询、投诉；以及将建立

用户个人信用管理制度和行业共享机制，
共同抵制乱停乱放、恶意损坏、违章骑行等
行为。

在此之前，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发
布了《关于鼓励规范互联网自行车的若干
意见（征求意见稿）》称，对违反自行车道路
交通通行有关规定或违规停放自行车的行
为，公安交管部门、城管部门等有关单位按
职责依法进行处罚，并将其违法违规信息
纳入个人信用记录；深圳市市场监管部门、
市网信办、市金融办、中国人民银行深圳支
行等其他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互联
网自行车服务的监督管理。制度化的信用
约束，有望被纳入深圳共享单车行业管理，
对规范共享单车使用形成严格“他律”。

对自行车骑行信息的实时掌握和大
数据管理，让共享单车的规范发展有据可

依。摩拜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经济日
报》记者，摩拜鼓励用户对违规停进小区
和车库的用户监督，拍照举报，上传到手
机 APP，核实后奖励信用积分。通过创建
这种奖惩分明的信用分体系，鼓励用户

“互律”。
在深圳街头，记者还看到一批摩拜“城

市猎人”。他们行走在街头，自发维护文明
用车，监督举报违停车辆，并将单车摆放整
齐，主动清洁车辆。“互律”中弘扬正能量，
令人刮目相看。

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娄和儒

表示，共享单车能较好地解决交通“最后一
公里”问题，也能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对
其应持有支持、鼓励、开放、包容的态度。
但面对其发展中出现的系列问题，除了充
分相信市场自治，引导企业自律外，政府部
门不能回避公共服务的欠缺，包括自行车
路权与骑行环境不足，以及停放规划跟不
上等问题。在深圳，目前已有 4 家共享单
车企业投放车辆超过 30 万辆。随着共享
单车投放数量的增加与投放规模的扩大，
越来越多的城市还将迎来原有交通系统超
载与新旧车辆维护管理等新的压力。

截至目前，已有 30 个省区市召开地方两会，看看今年城市建设管理干些啥——

攻坚治难，撸起袖子持续干

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城市

工作会议后，2016年在全国范

围内掀起了城市管理建设的新

高潮。不过，城市建设管理可是

大工程，不是一锤子买卖。

读2017年各地政府工作报

告，听地方两会代表委员发言，

处处可见抓重点、补短板、持续

发力的声音，希望坚持能够带来

更多可持续的发展——

仿佛转瞬之间，橙色、黄色、蓝色等多彩的自行车出现在

诸多大中城市的街头，共享单车逐渐被市民熟识、使用，但单

车的乱停乱放又随之而来。城市该如何更好地管理共享单

车，让便捷使用和规范停放兼而得之，本刊特组织几篇文章，

从不同城市和角度聊一聊这个问题。

深圳深圳：：自律自律、、他律和互律他律和互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喻喻 剑剑

图为位于广州市天河区街头的自行车停放点。 本报记者 喻 剑摄

许多城市将老旧社区改造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这也恰恰符合了市民对宜居生活的渴望。图为北京宜春里社区居民在废弃锅炉房
改造的图书室里看书。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