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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搭乱建、开墙打洞⋯⋯在

城市光鲜的高楼大厦背后，一条

条背街小巷中，脏乱差等各种各

样的城市管理问题在肆意地滋

生、发酵。

这是对城市精细化管理水

平的考量。面对整治提升“背

街小巷”的挑战，北京打算使

出“绣花功夫”来应对——

与灯火辉煌彰显“大都市范儿”的主干
道相比，同样位于市中心的小街道、弄堂生
活气息浓郁，却因脏乱差一直是城市治理
的难点。衡量一个城市管理精细化程度，

“背街小巷”是一把重要的“标尺”。
老城区如何做到“有里儿又有面儿”？

北京正通过“街长”“巷长”建设，计划用 3
年时间，让老城区的街巷胡同脱胎换骨，重
现历史风貌。

“近年来，我们在治理主要道路、主要
大街这个‘面子’的基础上，将背街小巷这
个‘里子’也纳入了重点治理内容。”北京市
城市管理委委员谢国民告诉记者，近几年
北京要用“绣花功夫”整治背街小巷，打造

“环境优美、文明有序”的街巷胡同，更好地
保护古都风貌，留住北京城市的“魂”。

核心区首批“街巷长”到岗

到过北京的人，大多知道位于西城区
的什刹海。这片毗邻北京城中轴线的水域
与中南海一脉相连，水面周边是北京内城
唯一一处具有开阔水面的开放型景区，也
是北京城内面积最大、风貌保存最完整的
一片历史街区，在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史上
占有独特的地位。

在 2000 年批准的北京 25 片历史文化
保护区中，面积最大的就是什刹海地区。
恭王府、宋庆龄故居、郭沫若纪念馆、钟鼓
楼、广化寺、汇通祠、会贤堂⋯⋯什刹海地
面儿上不少古建筑在北京城市建设发展史
上及政治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游
客的增多，这里逐渐出现了一些古文化商
店、小吃街和酒吧等。

如今，这片记录着老北京文化与神韵
的地区，正成为北京“背街小巷”改造的先
行区。4 月 5 日，西城区召开“背街小巷环
境整治提升动员部署大会”，提出力争 3 年
内，在所有背街小巷设立“街长”“巷长”，实
现“十有十无”的环境治理目标。什刹海街
道辖区内的 173 条背街小巷，都被列入整
治提升范围，并将在今年内分三批完成达
标任务。

每天，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办事
处的城建科长原黎波，都要到他负责的定
阜街走一趟。从 4 月 5 日起，这个负责街
道环境整治的“大忙人”有了一个新“身
份”——定阜街街长。从定阜街西口，往东
至龙头井街，“这条 700 米长的街道上有
20 多家商户，产权单位较多”。作为街巷
长，原黎波对街上情况了如指掌。

“我们这片儿属于平房区，什刹海街道
文旅商居功能区域叠加，商户乱贴乱挂店
外经营存在问题比较多，这都是我们未来

整治的重点。”原黎波告诉记者，在整治提
升工作中，私自开墙打洞现象要进行治理，
违规牌匾、私装地锁都要拆除，还百姓一个
比较干净整洁的街巷胡同。

按照什刹海街道的部署，在整治过程
中，将建立街道、社区、街巷层面三级自治
理事会。街巷长每周召开街巷级的自治理
事会会议，解决个性问题；社区对多条街巷
的共性问题做工作；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
上报到街道，由街道会同相关部门共同
解决。

在西城区首批街巷长上岗之后，北京
东城的所有街、巷长也将在今年 4 月底前
到位。未来 3年内，东城区将全面完成 178
条主要大街、1005 条背街小巷的环境整治
提升。以故宫、南锣鼓巷、簋街、东四三至
八条、隆福寺、王府井等地区为重点，今年
北京市东城区将完成 124 条主要大街的环
境提升，两年内实现 178 条主要大街的环
境提升。

“三年行动”提出“十无”目标

北京核心区到底有多少“背街小巷”？
经过摸底，北京城市管理委给出的答案是
2435 条。其中，已完成整治提升需巩固加
强的 761 条，需整治提升的 1674 条（东城
区 659条，西城区 1015条）。

其实，北京针对“背街小巷”的治理早
已开始。2013 起，北京每年将城六区 100
条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列入市政府为民
办实事工程，提升了区域环境品质，改善了
市民居住环境，但整治数量离群众的期望
和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3 月底，北京市市长蔡奇在长安街南
北邻近区域密集暗访，并与有关部门负责
人一起为背街小巷治理“把脉开方”。他提
出，要以“十有十无”为内容集中开展背街
小巷整治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把责任落实
到街道、社区，建立“街长”“巷长”制。

以此为契机，北京市城市管理委会同
首都精神文明办制定了《首都核心区背街
小巷环境整治提升三年（2017-2019 年）
行动方案》，从 2017 年起，利用 3 年时间，
对核心区即东、西城背街小巷进行集中全

面整治提升，打造“环境优美、文明有序”的
街巷胡同。

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内容可归纳为
“十无一创建”。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一
是对环境进行整治提升，彻底改变市容环
境面貌；二是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巩固环境
整治提升成果；三是开展深化文明创建，打
造一批文明示范街巷。

具体到“十无”，是指无私搭乱建、无开
墙打洞、无乱停车、无乱占道、无乱搭架空
线、无外立面破损、无违规广告牌匾、无道
路破损、无违规经营、无堆物堆料。

做到“十无”不容易，不仅要拆除未经
批准私自搭建的建筑物，封实“开墙打洞”，
恢复街巷原貌，还要整修残墙断壁，有条件
的补齐门牌，拆除违规设置的各类广告牌
匾标识，确需设置的应统一规范设计，精细
实施，具有景观性。

此外，还要求整修或重新铺设破损道
路，路面平整、无坑洼。对公共服务设施规
范设置、完好，干净整洁。公共区域能绿尽
绿，缺植补栽，多元增绿，花木相宜，古树保
护。架空线具备入地条件的实施入地，不
具备入地条件的实施梳理⋯⋯

靠制度保证治理高效长效

这么多的要求，这么短的时间，怎么保
证“背街小巷”治理落到实处，并实现长效
管理？除了建立“街长”“巷长”制，选派街

道、社区等党员干部任“街长”“巷长”，负责
指导街巷环境整治和管理工作外，《行动方
案》还给出了实施准物业化管理，整合下沉
执法力量的“药方”，多管齐下，确保环境问
题不反弹。

实施准物业化管理，是指推进专业化
服务作业，巩固环境整治提升成果；整合下
沉执法力量，则是探索建立街道综合执法
平台，实施联合执法，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以西城区为例，“我们区长、街道主任分
别任全区和区域总街长，区四套班子领导分
片联系十五个街道，党员干部任街长、巷
长”。西城区环境建设办宣传动员科科长周
洪宇说，背街小巷治理，需要加强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针对地面绿化、架空线等治理，
他们每年列入一批计划。在明确街巷长管
理职责的同时，动员社会力量，共建共管。

谢国民表示，未来北京将按照“十无”
环境整治提升内容标准，建立任务台账。

“以前整治达到标准的要巩固，没有达到标
准要求的要编入台账，重新进行整治提升，
确保整治提升道路不漏、内容不缺。”

“背街小巷”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北
京除明确市城市管理委、首都精神文明办
牵头，加强统筹协调外，还要求市级有关部
门要各司其职，按照“条专块统”的要求，积
极主动参与。如：交通委负责指导机动车
和非机动车的有序停放管理；工商局指导
治理无证无照治理和开墙打洞；文物局指
导做好市级以上文保单位保护等。

大街区整洁美丽，小巷子乱象丛生

⋯⋯在很多大城市，背街小巷的“脏乱差”

让人心塞。就在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不

用出三环，走进背街小巷，就能看到垃圾随

意倾倒、臭水满地横流、私搭乱建频现、公

共道路被私人占领为停车场的种种城市

病状。

前不久，北京市市长蔡奇就背街小巷

环境整治到东城区和西城区明察暗访，提

出要以“十有十无”为内容集中开展背街小

巷整治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把责任落实到

街道、社区，建立“街长”“巷长”制，创建一

批示范街面、精品胡同。近日，首批“街巷

长”已经上任。笔者认为，这一制度安排对

根治背街小巷脏乱差顽疾是治本之策。

仔细观察一下，背街小巷之所以痼疾

难医，恰恰因为它位于城区交叉地带，有的

在两个区的边界地带，成了“三不管”地

带。在这些地方，破窗效应凸显，居民虽然

被私搭乱建、乱停车、乱摆摊等现象所苦，

但由于缺乏有效管理，私搭乱建的人切实

攫取了利益，反而渐成共同的选择。

推行“街长制”，能让背街小巷有人管、

有动力管、有系统管。通过制度设计，让每

一条背街小巷都有人负责。同时，这一制

度要落实到位，必须强化考核、监管和问

责。背街小巷的管理是“硬骨头”，它涉及

千家万户的文明程度，关系到城管、交通、

环卫、绿化、工商等多个管理部门。要想真

正把背街小巷的问题治理好，既需要实干

更需要智慧。

推行“街长制”，有现实的经验可以

借 鉴 。 去 年 12 月 ， 中 办 、 国 办 印 发 文

件，提出全面建立省、市、县、乡四级河

长体系，各级河长由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

人担任。建立健全河湖管理保护监督考核

和责任追究制度，强化考核问责，实行生

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在我国，水

环境治理体制的新举措“河长制”效果初

显。让每一条河流都有人管理、有人负

责，这一制度创新对推进河湖系统保护和

水生态环境整体改善、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起到了积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问题导向、因地制宜是

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关键点，核心是从不

同地区、不同河湖实际出发，统筹上下游、

左右岸，实行一河一策、一湖一策，解决好

河湖管理保护的突出问题。强化监督、严

格考核是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支撑点，核心

是建立健全河湖管理保护的监督考核和责

任追究制度，拓展公众参与渠道，让人民群

众不断感受到河湖生态环境的改善。

借鉴“河长制”的做法，目前，“街长制”

已出现在多个省份的基层管理实践中。在

这一制度落地过程中，我们期待有关部门

注意问题导向，不同背街小巷存在的问题

不同，需要破解的难题各异，还需要“街长”

们针对不同问题找出解决方案，以更细致

的服务、更精准的管理解决好背街小巷的

问题，给市民更多获得感，让城市更有韵

味。如果能在实践中有所突破必将为更多

城市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大街区是城市的“面子”，背街小巷是

城市的“里子”。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管

理水平、市民的幸福指数，有时恰恰体现在

这些不那么光鲜亮丽的“里子”中。作为城

市管理者，既要管好主干道、大街区，又要

治理好每个社区、每条小街小巷小胡同。

背街小巷是城市病集中的地方，是城市管

理的薄弱环节，更需要下大力气，持续发

力，做好城市的“里子”，营造平安和谐的城

市文明。

““街长街长”“”“巷长巷长””要有大作为要有大作为
王 晋

北京老城背街小巷三年内将“脱胎换骨”——

老 城 区 有“ 里 ”才 有 面 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学聪

别让公共直饮水设施成“摆设”

好的风景离不开文化。位于海南岛东南部沿
海的万宁市，不仅拥有山海风景独好的自然优势，
还有其特色的滨海文化。万宁历来重视文化建
设，今年开始更是加快提升“文化万宁”建设水平，
依托“文化+旅游”大做文章，让万宁独特的文化
融入到城市的个性和气质中去。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影报道

万宁市一个乡村里的书屋，特色文化也成了

村里最潮的部分。

万宁：文化让风景更美

游客在参观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长

廊。

兴隆热带花园融自然、人文、农艺、园林与环

境生态保护于一体，图为来自海口幼儿园的小朋

友在园中进行户外教学。

近日，湖南株洲
市的热心市民向当地
媒体反映，城区许多
公共直饮水设施都成
了“摆设”，特别是

湘江风光带上的直饮水桩损坏较多，且水槽卫生
堪忧。热心市民希望这一状况得到及时解决。

街头免费直饮水设施原本是为了方便市民及
游客解渴。然而，由于管理不善和粗暴使用导致
的无水、被损坏、水槽脏乱等问题，不仅为使用
者“添堵”，也有损政府公信力。

公共直饮水设施作为城市公共设施，起着协
调人与城市环境的作用，政府既然为这项民生设
施投入了资金，就要让其发挥应有的作用。那
么，如何避免其成为“摆设”，真正为民所用？
首先，相关部门应切实负起责任，建立直饮水设
施常态化维护制度，保障直饮水设施的安全有效
利用。同时，应组建一支专门的维护队伍，第一
时间发现设施问题并及时维修，确保损坏的设施
有人管有人修。其次，应加大宣传力度，着力提
升市民文明素质，促使全体市民树立节约用水、
爱护公共设施、共建和谐城市等理念，要让直饮
水设施不仅用得上，还要用得安全、放心。

（福建 童其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