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记者从广
西南宁市有关部门获悉，南宁市将力争在 2018年
6 月底前建成国家食品安全城市。据介绍，南宁
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范围为十区一县，将坚
持示范带动，以点带面，逐区域、逐环节、逐品种落
实食品安全保障措施，坚持硬件、软件并重，环节、
细节兼顾，建立健全无缝隙、全覆盖的监管机制，
不断提升监管水平。对如期完成国家食品安全城
市创建工作的城区、牵头职能部门，给予全市范围
通报表彰，在政策优惠、经费支持、设备配备等方
面予以适当倾斜。对于存在弄虚作假等违法违纪
行为，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影响恶劣的食品安
全事件等情形的，取消试点资格。

据了解，南宁市把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工
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
面予以充分保障，满足创建试点工作需要，做到
公开透明、节俭高效，防止借创建试点之名搞形
象工程，力争在 2018 年 6 月底前建成国家食品
安全城市。届时，食品安全总体状况要持续稳定
在较高水平，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
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
品、保健食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
定人群的主辅食品安全状况稳定在较高水平，没
有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
事件。同时，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建
立食品安全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保障监管所
需的人、财、物投入；监管执法不断强化，风险
隐患排查整治机制有效落实，食品安全问题有效
整治；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产业健康发展；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基本形成。公众对政府及
有关部门食品安全工作措施认可度高，对食品安
全现状总体满意度高。

南 宁 加 快 创 建 国 家 食 品 安 全 城 市
将建立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走在上海街头，时不

时就会和书店相遇，但这

座立志建设国际文化大都

市的城市并不满足。今年

4 月，上海市发布《关于上

海扶持实体书店发展的实

施意见》，首次将实体书店

发展纳入城市规划和发展

的“顶层设计”。

《实施意见》规定，在

城市建设中为实体书店预

留经营场所，达到 8 万人

的居住小区应预留不少于

200 平方米的书店面积。

上海未来将进一步优化实

体书店网点布局，在街区、

商区、社区、学区、交通枢

纽等区域规划开设综合性

书店，同时以中小型书店

填补城市商业中心、人口

导入区域、新兴居民区等

“文化空白点”。《实施意

见》还鼓励在中小学校周

边开办实体书店。

实体书店对于推动全

民阅读活动的开展，提升

市民的文化素养，涵养城

市文化氛围，展示城市文

明形象，具有现实而积极

的意义。现在许多实体书

店还是居民文化消费娱乐

的场所，与社区、商场、学校等相辅相成，互为依

存，更好地满足市民的消费需求，也让城市更具人

文情怀。

对于城市而言，实体书店不但具有文化建设

方面的作用，还不乏经济发展上的意义。实体书

店作为出版文化全产业链的重要环节，能为图书

市场的振兴给予有力支撑。实体书店对相关联的

文化、餐饮、娱乐等行业也能起到一定带动作用，

有利于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

当前，全国多数城市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尚

未考虑到为实体书店及早留出一席之地，实体书

店发展还只靠店主自身经营。这就使得实体书店

布局不够合理，对于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体现不

足。城市，应该使人们的“生活更美好”。当

前，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文化消

费要求更高、需求更趋多元，书店日益成为城市

生活的必需品。希望更多的城市建设者重视实体

书店建设，提升城市品位，丰富市民生活。

请给书店留个位

周慧虹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以“创新协作、共建
未来”为主题的 2017世界城市峰会市长论坛近日
在苏州开幕，西门子公司在论坛上正式发布“绿色
城市发展评估工具”。该工具采纳了能源、交通、
工业和建筑领域 80 多种技术措施，通过分析这些
技术对城市改善 PM2.5、PM10等关键空气质量指标
的综合效果，以空气质量改善程度、投入等方面的
量化指标为基础设计最佳技术应用组合，从而制
定最有效的技术路线图和政策建议，供城市决策
者做出最佳选择，尽量避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同
时提升城市空气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水平。

据西门子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博乐仁介
绍，目前“绿色城市发展评估工具”已经在德国斯
图加特和纽伦堡完成了试点应用。作为城市绿色
发展政策和战略制定的支撑工具，西门子正在将
该分析工具与空气污染实时预测模型相结合，旨
在根据空气污染的预测，提供及时的技术措施建
议，降低空气污染程度。

绿 色 城 市 发 展 评 估 工 具 发 布
服务城市制定绿色发展政策

西海岸新区是青岛市城市

建设的新区域，除了日新月异的

城市建筑和街景让人感受到新

崛起城区的勃勃生机外，在城市

精细化管理方面，他们也不断探

索。今年开始推开的城市管理

体制改革正是这方面的尝试。

像绣花一样管理城市，需

要耐心，更需要技巧和办法。

通过对这一案例的剖析报道，

让我们看看国内城市在这方面

的努力——

青岛西海岸新区长江路街道办事处网
格员王秀英在峨眉山路一路口发现某工地
渣土车撒漏严重，在清扫路面的同时，她在
街道办的城市管理微信群上传了图片，该
街道办执法中队中队长薛志强立即将图片
转发至相关值班人员。14 分钟后，执法人
员到达现场进行处理。以前，处理这样一
起事件，由市政公司通报城市管理局，城市
管理局再将问题反映给综合执法局，然后
再传达到驻街道办的执法中队，通常需要
2 天。现在，从发现问题到处理问题，整个
过程只用了十几分钟。

类似的事情几乎每天在青岛市西海
岸新区发生。作为青岛市的“新生力量”，
西海岸新区在探索城市精细化管理上独
具特色。

厘清管理责任

今年 4 月，青岛西海岸新区正式推开
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此次改革厘清了城市
管理责任清单和综合行政执法权力清单，
并制定了城市管理相关标准。

“近年来，城市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
变化，由一个局来对整个新区进行城市管
理，城市化管理很难达到精细化要求。”青
岛西海岸新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刘波告诉
记者，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后，新区将原由区
城市管理局承担的部分管理职能，按照属
地化管理原则，下放至 14个街道办事处。

城市管理局通过建立 40 余人的专业
考核队伍、各街道办相互打分、邀请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参与考核等形式，对每个街道
办事处进行考核，每月向各个部门通报考
核情况，每季度、半年和全年的考核结果在
区内媒体上通报。同时，考核成绩作为各
街道办事处奖补资金分配的主要依据，与
政绩挂钩。

“体制改革后，很多街道办事处对参与
城市管理更加积极。”刘波说，以裸露土地
提报数量为例，改革后街道办提报的个数
是改革前的数倍。

与此同时，新区整合园林绿化和环境
卫生资源，由西海岸公用事业集团与各街
道办事处签订作业服务合同，设立 14 个园
林环卫作业队，实行网格化管理，承担城市
管理相关业务。

“我们对作业队制定了 5 个作业标准、
8 项工作规范、5 个考核办法，确保将每一
个细节落实到位。”西海岸公用事业集团市
政管理有限公司综合管理处副处长楚振杰
表示，考核结果将与负责人的薪酬挂钩，形
成倒逼机制。

本次改革的另一个亮点就是综合执法
力量的下沉。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将涉及
城市管理领域的行政执法权全部向街道办
事处下放，执法力量进一步向街道办事处
下沉，整合派驻街道执法力量和街道执法
协管力量。新区通过运用扁平化管理方
式，真正实现由纵向“专业行政执法”向区
域“综合行政执法”转变。

据了解，厘清权力清单之后，综合行政
执法局将承担住建规划、文化市场、国土资
源、海洋监察、交通运输、旅游市场 6 大领
域 32 类 1100 余项执法权，镇（街道）将承
担城市管理领域 8类 440余项执法权。

破解管理难题

违章建筑，就像城市的“牛皮癣”，一直
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老大难问题。

在西海岸新区，由于责任厘清了，社区
书记和社区执法队员就可以直接拆掉违章
建筑。在长江路街道办事处紫金山路社
区，记者见到了正在拆除违章建筑的社区
书记王霞和执法队分队长宋中华。“这里因
为历史原因，违章建筑已经存在了 20 余
年。2010 年，当时的城市管理执法局派驻
一个中队来拆除也没有推进。”宋中华介
绍，他们利用 10 天时间拆掉了 800 平方米
违章建筑，这在过去根本不敢想象。

“我们不仅仅是拆，后续的外立面改
造、绿化等工作都进入前期准备阶段，清
场之后将立即进行。”长江路街道办事处
党工委副书记初良珂说，在综合执法下沉
后，办事处将执法中队进一步下沉到各个
社区，执法队不再是“刮一阵风就走”，
而是沉到社区里不走了，老难题变得不
再难。

除了违建，随意倾倒建筑垃圾的难题
也得到了有效解决。以前，建筑垃圾的处
理，都是各个街道自行寻找不构成污染的
临时填埋点，但很多垃圾运输承接单位因
为运输成本原因，随意倾倒现象屡屡发
生。属地化管理后，一旦发现随便倾倒的
建筑垃圾，就追究属地责任。“很多街道通
过对举报者进行奖励的方式，发动群众实
时监督。”刘波说，现在已经有两个街道给

出了最高 5000 元的奖励，鼓励群众监督，
无处不在的监督加上综合执法下沉，执法
人员可在最短时间内到达倾倒现场，使倾
倒建筑垃圾的现象大大减少。

“堵”不可缺，“疏”也必不可少。“区里正
在研究无害化处理建筑垃圾，对建筑垃圾进
行筛分，再做成砖块、水泥块，用于市政建设
中，比如铺设人行道、绿化带围池等。”刘波
介绍，相关鼓励政策将于近期出台。

对很多城市而言，“拉链”式道路也是
一个难题。乍看只是道路“开膛破肚”重复
建设的问题，归根结底是项目施工时，相关
部门各自为政，缺乏统一规划，造成城市规
划建设的盲点。

在西海岸新区，这个难题也得到了有
效解决。“我们每年都会函告电信、市政、供
热、供电等各部门，要求其报送管线施工计
划，我们局根据计划统一协调施工进程，不
及时上报的，原则上不再批准挖路，这就避
免了‘拉链’道路问题。同时，在审批各种
管线施工工程时，将审批手续同时报送相
关街道办事处和综合执法局，对工程情况
进行详细告知。”刘波介绍，过去规定期限
内未完工的工程基本没人管，现在责任划
到了街道，他们会时刻盯着工程进度，一旦
逾期会立即敦促停止施工，要求其重办手
续，并进行最高限额罚款，增加其违规成
本。这样一来，无限期拖工的现象也得到
了遏制。

另外，在西海岸新区，曾有两类“三不
管”地带。一类是某一段区域是两个甚至
三个街道办的行政交界点，环境卫生工作
极易成为“三不管”地带；另一类是一条马
路分属不同部门负责，结果造成“三不管”。

改革后，这种被动的局面彻底改变
了。“现在由没人管到有人管、主动管，再到
争着管，最后到全方位管。”刘波介绍说，现
在很多相邻的街道办事处，并不以行政边
界划分环卫工作的交界点，都是自行协商，
寻找更有利于管理的分界点。

推行智慧管理

在西海岸新区，一个“互联网+”的
城市环卫治理系统，目前已经建成。这个

系统依托物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技术，建设
了环卫网格化监管、人员智能管理、车辆
和设施管理、应急指挥调度和便民服务等
模块，对环卫管理所涉及的人、车、物、
事进行全过程实时管理。该系统建成后，
新区将成为山东省信息化监管面积最大的
环卫智慧区。

目 前 ， 全 区 约 2500 多 名 保 洁 工 和
120 名环卫管理人员将配备电子签到设
备，这个设备将实时反馈在岗人员数量及
缺岗人员数量、工作状态、工作量、事件
的处置效率。对现有的 450 处垃圾点、
2600 余个垃圾桶安装电子标签，通过垃
圾车上的接收器，可以显示垃圾桶清运的
频率，垃圾量收运量的自动汇集并减少市
民投诉。

另外，300 多辆环卫车辆还会安装
3G/4G 视频设备或传感器,管理人员可在
平台查询车辆的工作状态、作业路线、作
业规范、驾驶员的信息、车辆的油耗等。

“日常管理从静态监管向动态监管转
变，对环卫人员、车辆的违规作业、超速
及疲劳驾驶等行为，平台和手机 APP 可
同步显示并提醒作业人员。”楚振杰说。

公共交通服务也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治
理水平。早在 2015 年，西海岸新区智能
公交系统正式运行，60 余条线路 1000 余
辆公交车全部纳入智慧公交体系。市民通
过 APP、微信公众平台等方式可以随时
知晓公交线路调整、站点更改等信息。

“这套系统由综合信息管理决策系
统、生产管理系统、安防保障系统、乘客
出行服务系统、运维系统、智能场站系统
等6大系统架构组成。”青岛真情巴士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相逢俊说，智
慧公交项目应用后，市民可通过APP查询
乘车路线，实时了解公交车进站时间，查
看到每一站的实时车内情况，根据拥挤程
度选择乘坐公交班次，还能精确预算到达
目的地的时间。

从 2015 年社会治理“大数据”成功
运用，到权责清晰的综合执法改革，再到
城市管理体制的彻底变革，青岛西海岸新
区正在打造一个精致有序、特色鲜明、生
态宜居的品质之城。

建标准立规范 下沉力量提升智慧

青 岛 西 海 岸 巧 解 城 市 管 理 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张 涛

左图 长江路执法中队队长薛志强（右二）、管区分队队长宋

中华（右三）在紫金山小区耐心细致地做违章业主的动员工作。

下图 责权明确后，道路施工无限期拖工的现象得到了有效遏

制。图为青岛团结路海信工业园附近道路罩面工程在有序开展。

（资料图片）

今年清明“小长假”期间，共享单车“挤
爆”深圳湾公园的画面，让许多人开始思考
共享单车带来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日
前，由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深
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
智库建设与公共咨询组联合主办的“平等
路权视角下的共享单车发展研讨会”举行，
来自各界的专家学者围绕共享单车的规范
和管理、城市空间路权平等如何实现等话
题展开探讨。不少专家表示，共享单车的
出现正在倒逼城市慢行系统的加快建设及
完善，未来共享单车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
企业、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深圳市道路交通管理事务中心主任车
小平表示，共享单车出现后，受到了老百姓
的欢迎，但也出现了乱停乱放等问题，侵占
了公共资源。目前自行车路权空间不足的

问题相当突出，几十万辆共享单车出现后，
深圳原先规划的公共自行车区域、绿道系
统已难以满足。对共享单车的发展，车小
平建议，关键要改变无序竞争的问题。交
通部门要建立统一的自行车运营调度平
台，保证自行车有合理的通道，并多渠道挖
掘自行车停车资源。深圳市交委计划搭建
一个大平台，将“宜停车”的平台、共享单位
的监管都纳入其中，利用慢行交通的大数
据来统筹。

自行车如何回归独立路权？深圳职业
技术学院交通运输研究中心主任王雪介
绍，路权是交通参与者的道路使用权，是
交通法赋予参与者一定空间和时间内在道
路上进行交通活动的一种权利，包括驾驶
权、通行权、先行权和占用权。平等路权
的基本原则是“人均道路面积小者优先，

对环境影响小者优先”，即排污量小的车
辆优先。美国的情况就是行人优先，其次
是自行车优先。即使是纽约这种以机动车
为主要通行模式的大都市，也会每年新增
80公里自行车车道。

王雪呼吁深圳为自行车骑行者提供独
立、安全的自行车路权，首先要有路权意识
的问题，其次政府要通过政策的导向、设施
的设置，来合理分配路权，并通过交警的执
法来强化路权的分配。

深圳市城市交通协会副会长施佑生建
议划定城市区段，调节用车价格。他表
示，随着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和物联网
技术的发展，城市交通出现了很多新的运
营模式，共享单车是其中十分耀眼的新
星，深圳就有 7 家公司投放了 50 万辆单
车。他认为，这是先进科技发展下的经济

环保型交通工具，应该给予大力支持和积
极引导。施佑生建议对共享单车的经营管
理通过划定城市区段进行市场价格调节，
对道路狭窄和道路拥堵路段提高使用价
值，而不是“五毛钱半小时、一块钱一小
时”“一刀切”，例如他在科技园地铁站的
调研就看到，该地铁站出口非常狭窄，但
人流密度非常大，如果再骑单车进出，估
计会堵得水泄不通。在这些地方，可以适
当提高使用价值，对共享单车的流量进行
控制，而对空间道路相对宽敞的地段可以
减少收费或是不收费。

对共享单车未来的管理和规范，深圳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谢作正表示，共享单车
管理要发挥综合管理、有效监督的功能，首
先要调控总量，其次要规范停放，未来还要
研究立法，引导共享单车规范发展。

共享单车倒逼：深圳完善慢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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