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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全团审

议时提出，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

一样精细。

特大城市的“绣花”式管理怎

样实现？上海从督促市民严格遵

循法律法规、利用多种现代化手

段等多个侧面进行探索——

景德镇古窑景区。

陶瓷匠人在制坯。

近日，长沙首届
城市街头艺人甄选活
动在黄兴广场举行。

不仅集中展示了街头艺人的才华，还向审查通过
的街头艺人颁发证书，使他们以后的表演名正言
顺，不用再担心被保安、城管驱赶。

怎么管理街头艺人，是很多城市都面临的难
题，各地也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应对措施。如
《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管理办法》增设了
兜售物品、散发广告、以滋扰他人方式乞讨等几类
禁止行为。北京地铁公司依据这一规定，严禁相
关人员在地铁卖艺，并不断进行清理。

然而，各种清理手段并未管住种种城市卖艺
行为。能否找到更合理、更有效的管理办法呢？
所谓堵不如疏，简单的清理，管得了一时，防不了
长久，注定要陷入“理不清，清还乱”之怪圈。

像长沙这样通过审查发证、定点表演的方式，
让街头艺人有了生存空间和展示舞台，便值得提
倡和借鉴。

其实很多国家的公共场所，都允许卖艺行为
存在。笔者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世博会旧址公
园，便遇到几个年轻人在表演杂技。听导游说，经
常有业余艺人到此表演，已成为该公园的一大特
色，吸引了不少游客。笔者认为，只要对街头卖艺
者进行正确的管理和引导，其行为不仅不会扰乱
城市秩序，还能为城市添彩，关键是要采取更人性
化的管理措施。 （江苏 孙 仲）

滴滴出行日前发布的“‘一带一路’
节点城市智慧出行数据分析”发现，沿线
节点城市的经贸、旅游、互联网等各领
域，智慧出行的活跃度都显著提升。同
时，主要节点城市之间的城际出行频率越
来越强，城市内部的智慧出行频率也在
增强。

滴滴媒体研究院首席分析师王占伟告
诉 《经济日报》 记者，此次研究既包括西
安、兰州、乌鲁木齐、上海、宁波、温州
等重要节点城市，也涵盖了新疆城市群、
成渝城市群、海西城市群、粤港澳大湾
区、北部湾地区等区域。

通过对这些城市的智慧出行数据分析
显示，2017年4月的出行人次较去年同期
增长 92.5%，“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智

慧出行增幅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表
明，包括新疆在内的西部边疆城市，受

“一带一路”建设影响，已经开始享受移
动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便利。而从数据来
看，南宁、海口和三亚等北部湾城市是智
慧出行增幅最快的3个城市。

滴滴出行的数据还显示，“一带一
路”建设的推进，为节点城市带来了更
多的旅游和商贸人群。过去一年，滴滴
出行为“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商务人
士提供的异地出行服务次数同比上涨了
89.5%，为旅游人士提供的异地出行服务
次数同比上涨了 96.1%。其中，乌鲁木
齐、北海和拉萨成为过去一年外地游客
增幅最大的 3 个城市，其中乌鲁木齐同比
上涨了 392%。

智慧出行的飞速发展，也为“一带一
路”节点城市的商贸和旅游发展打下了更
好的基础，尤其是过去一些较为偏远、难
以抵达的旅游景点，可达性大大提高，方
便了外地游客前往，拉动了当地旅游业发
展。来自滴滴出行的数据显示，在过去一
年，新疆、西藏及甘肃地区的城际顺风车
出行总人次超过 200 万，尤其是在五一、
端午、十一等节假日期间的出行量更是呈
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

“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城市之间商
贸、旅游往来日益紧密，在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海峡西岸经济区等
发展规划提出后，城市群内部的城际联系
越来越紧密，随着都市圈的形成，从滴滴
出行跨城出行的数据来看，广州—深圳、

成都—重庆、福州—厦门成为联系最紧密
的3组城市。

作为“一带一路”政策惠及的新兴城
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则成为过去一年全国
智慧出行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之一，其中
南宁、海口、茂名、防城港和北海等城市
过去一年内智慧出行的增速是全国平均水
平的 2 倍至 3 倍，该区域城市之间的城际
顺风车出行量以月均超30%的速度高速增
长。与此同时，在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3 月期间，北部湾地区来自西南和中南地
区的打车用户数增长了 200%，显示越来
越多的外地用户来到了这一区域。王占伟
表示，这意味着新兴城市群的快速发展，
也 让 其 对 周 边 的 辐 射 力 和 吸 引 力 逐 步
增强。

景德镇：用陶瓷与世界对话
景德镇的历史文化都和陶瓷有关。历史上，

陶瓷造就了景德镇，今天，景德镇用陶瓷与世界对
话。千年窑火至今不息，景德镇已经成为享誉海
内外的世界瓷都、陶瓷圣地。

近年来，景德镇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成
为联合国海陆丝绸之路城市联盟首批创始成员，
与国外 20 多个产瓷城市建立友好关系。景德镇
用瓷器代言，为中外文化交流合作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影报道

街头卖艺需人性化管理

滴滴出行发布大数据分析发现——

“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加快智慧出行
本报记者 陈 静

城市如同生命有机体，需要全周期悉
心看护。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
样的特大城市，地上高楼林立，人员、车辆
川流不息，地下空间密布，管道纵横、通达
八方，城市日常运行，需要利用多种现代化
手段促使各方通力合作，还要严格遵循各
种法律法规，才能使其顺畅运转。超大城
市的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因此成为一个
世界级难题。

从 2014 年将“创新社会治理，加强
基层建设”列为市委“一号课题”，并推
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到持续至今针对“五
违四必”、交通违法行为等城市顽疾的

“补短板”，3 年多时间，上海遵循层层递
进的逻辑，从多个侧面探索特大型城市的

“绣花”式管理手法，那么，上海是如何
“绣花”的呢？

“绣花”按图样 管理依法规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上海代表团全团审议时，把城市精细化管
理比作“绣花”。如果说绣花要有图样“按
图施针”，城市管理的“图样”就是法律
法规。

宝山区吴淞街道泗东新村居委会党总
支书记刘秀妹，对“用法治思维治理小区”
很有体会：“从 2012 年起居委会就开设了

‘法律夜门诊’，每周一至周五，每天一名居
委会干部与两名志愿者当班，为小区居民
调解纠纷、提供法律咨询。”小区还组织开
展“法律进楼组进家庭”活动，激发群众“依
法治楼”，“居民法治意识提高了，文明素质
也会提升。现在楼门口的垃圾袋也不见
了。”刘秀妹说。

在新一轮城市管理整治过程中，上海
多个领域贯彻了依法管理城市的思路。比
如，上海在元旦春节期间实现外环以内烟
花爆竹基本“零燃放”，就与 《上海市烟
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出台实施息息相
关。如今，上海各部门开展综合执法、联
合执法，对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经
营、违法排污、违法居住“五违”要做到

“四必”，即安全隐患必须消除、违法无证
建筑必须拆除、脏乱现象必须整治、违法
经营必须取缔，充分整合各部门的执法资
源，开展强制整治。

在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过程中，
上海同步修订《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
例》。今年上海两会审议通过《上海市食品
安全条例》，仍然是以法治为引领，建设市
民满意的安全城市。城市管理于法有据，
制度规范贯穿于每个环节，就能真正实现

常态长效。
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施针匀细、

纹理分明，还需要系统治理、综合施策。如
今，上海在推进创新社会治理过程中打造
了 两 个 平 台 ，一 个 是 上 海 市 民 热 线

“12345”，开通 4 年间已接听 720 万个电
话，平均每天来电 5000 余个，对市民反映
的各种问题“一口受理”、后台协同解决。
另一个是下沉到各个街镇社区的网格化平
台，对所辖区域内的问题快速发现、联动解
决。打破以往各自为政、单打独斗的局面，
换来的是管理运行的高速运转。

选好“绣花针”用好大数据

如果说过去的城市管理更多依赖“人
海战术”，那么，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
天，“数据战术”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确
保城市日常运行安全有序的各个领域。

公共交通是一座城市的“门面”。上海
巴士集团副经理杨复彬说，上海城市公共
交通系统正大量采用信息化技术，不仅提
高了企业效率，也满足了市民出行需求，保
证了城市安全运转，“我们将公交行驶信息
提供给交警、路政等部门，成为上海道路交
通规划的数据依据，促进社会公共事务决
策更科学”。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邵
志清认为，大数据的综合运用，可以帮助政
府部门更好地摸清家底、分析预测、精准决
策，特别是在上海这样的超大型城市，智能
化管理涵盖的领域正在逐步扩大，并且发
挥作用。他举例说明，食品安全从田间到
餐桌的全过程监管，大气、水等生态环境指
标的实时监控，交通违章行为的自动识别，
网格化管理的上下联通等，信息技术提供
了强有力支撑。

邵志清说，政府要想在城市管理过程
中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关键是内部数据
打通、共享和整合，“过去需要处理的事务
相对单一，政府部门的分工较细致，现在越
来越多的是跨部门事务，多部门协同、大数
据互通是时代的潮流”。

邵志清认为，在打通部门间信息壁垒
的同时，还要打通政府与企业间、政府与市
民间的信息通道，更好地发挥市场、社会的
作用，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从制度上推动
信息普遍共享与按条件共享结合，该公开
的公开，该授权的授权，让企业、市民更有
动力参与到社会协同治理中来。

“绣花”需精细 自治要灵活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虹储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朱国萍所在的虹储小区，连续20
多年获得上海市文明小区称号。但最近

“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自从有了共享
单车，小区内环境变乱了。有些人嫌麻烦，
直接将车停进小区；有人担心下班后找不
到单车，故意将车藏在小区里⋯⋯大量的
共享单车无序停放，“绿化带、楼道里，到处
都有共享单车。”朱国萍说起新事物有点
头疼。

“还是要依靠群众解决群众问题。”
朱国萍说，她和大家群策群力，一方面对进
入小区的单车进行控制，劝阻共享单车骑
行人不要进入小区；另一方面通过电子屏、
社区报等广泛宣传。此外，小区志愿者还
定时巡逻，寻找“漏网之鱼”。

大城市的基层治理，每天都要应对新

的变化。对此，做了近30年“小巷总理”的
朱国萍有切身感受。她认为，夯实基层基
础，不仅需要一支得力的基层干部队伍，有
效组织发动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参与共治
自治，也是重要一环。

朱国萍认为，城市精细化管理必须适
应城市发展。城市里的基层管理，更要从
细微处着手，最大程度地汇集民智民力，
真正实现供需对接，使社区不同群体各得
其所，“居民安居乐业，有困难的人及时
得到帮助，独居老人不孤单，这样 1 天 1
小步，3 天 1 大步，久而久之市民就会有
获得感”。

打造了“漂亮楼道”“美丽阳台”等项目的
虹口区欧阳路街道党工委书记王燕华对此也
深有体会，她说，通过推进与群众贴近的品牌
项目，调动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
同时调动区域共建单位、两新组织、居民区各
类党群资源，实行双向互动，共商共治：“最终
让更多居民享受到高品质生活”。

不少专家也表示，今天的超大城市是
个复杂系统，其管理和治理很大程度上难
在多元和多变。应对这样的局面，不可能
再持续过去的“一招鲜吃遍天”，也不可能

“以不变应万变”，更不能靠“一刀切”的办
法去解决差异化问题。要实现有效治理，
必须以极高的灵敏度密切关注各种变化动
态，及时作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特大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治理也成为世界性难题——

看上海城市管理者如何“绣花”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治国

北京市围绕缓解交通拥堵、大气污染
等“城市病”突出问题，制定了更为严格的
地方标准，强化约束力。

为缓解交通拥堵，北京市加强交通标
准化，提升交通精细化管理水平。围绕推
进城市轨道交通、交通快速通勤网络建设，
发布《轨道交通接驳设施设计技术指南》等
17项地方标准，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

围绕治理大气污染，北京市今年将开
展道路建设养护施工、机动车检测与维护

建设等方面的标准制定和调查研究；并继
续研究制定餐饮、电子等多个行业的污染
物排放标准。

北京市此前制定发布了《工业涂装工
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汽车维修业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污染场地修复工程环境
监理技术导则》等12项地方标准。

记者了解到，2017年至2020年，北京
市将制（修）订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与服务
相关地方标准400项。 （据新华社电）

北京严格地方标准治理“城市病”

以陶瓷为元素的舞蹈受到游客欢迎。

这是上海市静安公安分局在延安路华山路口放置的“违法鸣号查处辅助系统”，机动车如果乱鸣号，就会被实时捕捉和记录下来。
新华社记者 凡 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