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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革命”
深入黄陂村湾，村
中道路干净整洁

2014 年 7 月 22 日 星期二

黄陂区“城管革命”延伸进村湾
每年投入3000 万元营造洁美宜居新农村
作为全市面积最大的区，黄陂近 8 成的土地、半数人口都集中在农村。 因此，村湾环境是否整
洁，是衡量黄陂区“城管革命”成果的重要考量之一。 “城管革命”以来，黄陂区每年投入 3000 万
元，将辖区内 612 个行政村的 4950 个自然湾，逐渐打造成洁美宜居村湾。

地标之变

从小汤邱湾步行出发， 绕过一条环形路， 走出大汤邱
湾，从村口到村头，村湾小道干净整齐。 夏日一场雨水过后，
空气清新，道路两旁绿树成荫，村头巷里没有杂草，没有白
色垃圾，村民房前屋后没有乱堆乱放、乱牵乱挂，村民的堂
屋里也是整整齐齐、干净漂亮。
不熟悉这里的人很难想象，就在三年前，汤邱湾村还是
一个环境较为脏乱的村落。 村民王进 2010 年参军入伍被分
派到外省，今年 1 月退伍回家时发现村中环境大变样，几乎
认不出来了。 他说，以前村里的垃圾随意丢，房前屋后堆的
都是柴草杂物，非常凌乱，塘堰、沟渠污水横流，还有不少臭

水坑， 现在家乡的变化丝毫不逊于江浙沿海地区的一些村
落。
“城管革命” 以来， 黄陂区大力推进村湾环境整治，将
4950 个村湾全部纳入“大城管”考核范围。 据介绍，黄陂区实
行保洁员责任制，即在每个村湾常设一名保洁员，配一套保
洁工具，一改过去村湾公共设施无人管理、公共区域无人清
扫的局面，实现了湾湾有人扫。
为了村湾环境长效保持，该区大多数街乡镇还与农户签
订了《农户保洁责任书》，在每个自然湾评选一户生态文明核
心示范户，鼓励村民树立起良好的卫生习惯。

推行垃圾无害化处理

农村地区公共卫生管理较薄弱，垃圾处理一直处在“被
遗忘的角落”，大量生产、生活垃圾随意乱丢，沟边、池塘边
垃圾随便堆放，严重影响村民的生活居住环境。
为此，黄陂区依据地域发展差异，在区东部、西部、北部
三地集中建设 3 个垃圾填埋场， 南部地区垃圾清运至汉口
北垃圾焚烧厂，全区新建 15 座垃圾转运站，配套 82 台（套）
垃圾清运车，实现了“户集、村收、街乡转运、区处理”的农村
垃圾处理机制。
农村生活垃圾减量化、 资源化和无害化正在黄陂

区 4950 个自然湾逐步推行。 目前，村村均配有垃圾池，
村湾的保洁员除了将垃圾回收清运，还会根据生产、生
活垃圾进行简单分类， 过去白色垃圾遍地的情景已很
难见到。
黄陂区城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由于黄陂村湾较多，相
隔距离较远，因此垃圾转运过程中容易形成二次污染。 今年
起，围绕市、区政府“十件实事”的要求，城管部门已启动建设
祁家湾、姚集、蔡店等街道农村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试点，届时
垃圾可实现就近无害化处理。

引入第三方量化奖惩

短短三年，如何使村湾面貌焕然一新？
据了解， 黄陂区城管委借鉴武汉市第三方检查考评模
式，在市内选聘并启动社会第三方检查机构对全区城乡综合
管理工作进行检查考评，并量化考评细则。
采取“背对背，不见面”的方式，让第三方检查人员进村
湾暗访。 检查人员发现环境问题立即拍照取证，并根据相关
标准核算打分，调查结果通过电子邮件传送至城管部门，保
证监督客观公正，不受干扰。 考核结果结合区控查违成绩和
市大城管考评成绩，每月进行全区通报。
此外，将第三方考核结果作为兑现管理运营经费和评比

奖优的重要依据。 如年底将对平均考核结果 95 分以上的街
乡镇，拨付全额经费，90 至 95 分的按 95%拨付，以此类推。
被扣街乡镇的剩余资金用于对先进的奖励，让成绩突出的街
乡镇获取荣誉的同时，经济上也获鼓励。
2012 年以来， 黄陂区大城管排名一直保持全市新城
区前列。 截至今年 4 月， 黄陂区 10 次荣获全市新城区第
一，10 次名列第二，4 次名列新城区第三； 前川街 10 次进
入全市一类街道前十名、15 次名列全市新城区第一；三类
街道中， 全区 17 个受检街乡共计 103 次进入全市三类街
道前十名。

每个村湾都有人扫

治理创新

城区立面精细化管理“黄陂元素”绽放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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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城市立面管理及整治，黄陂区城管委负责人表
示，必须有“规划先行”的意识。
日前，黄陂组织对武汉临空经济区核心区户外广告
总体规划进行专家评审，已获通过。 这是继 2012 年黄陂
区户外广告总体规划出台后，对户外广告精细化管理的
进一步延伸。
与此同时，黄陂正紧锣密鼓地逐街编制门店招牌设计
规划方案。 多条商业街门店入驻时就进行引导，按特定风
格统一设计招牌规格、色彩等，不但使城市立面更加整洁，

形成城市景观，提升城市品位，还可以减少后期管理成本。
搞好规划， 能否落实到位也考验管理者的“大智
慧”。 日常管理中，黄陂区城管委按照“减量、规范、美观、
提档、安全”原则，抓好事前审批和事后监管两大环节，
依法严控新增户外广告， 做好批后户外广告的跟踪监
督、指导和服务工作，并严格落实门店招牌备案制度。
在此基础上，黄陂区大力开展户外广告及门店招牌
专项整治，共拆除各类违法广告和破旧招牌 5000 余块，
其中包括大型立柱广告近 30 块。

城市立面的提档升级， 也需要政府的魄力和投入。
近年来， 区政府围绕突出黄陂区域特色和历史文化沉
淀，先后投资 5000 万元，实现景观亮化、绿化设施、临街
建筑、城市雕塑、文化墙与户外广告及门店招牌的完美
融合，最终形成一个特色鲜明、美观大气的城市立面体
系，进而提升城区的整体形象和品位。
重点工程包括黄陂大道和板桥大道立面综合整治、前
川城区与岱黄路亮化建设、前川城区与汉口北地区的手绘
文化墙建设、4 条景观花街的建设等。

重点解析

城管 24 小时上路巡查管好渣土车
将规划新建 3 座渣土消纳场“治本”
渣土污染一直是城市管理顽症，特别是在城市大建
设时期，可以说管不好渣土车，就洗 不净城市的脸。 “城
管革命”以来，黄陂区出台全市最严治渣追责办法，直接
追究相关责任 人责任，组建渣土整治专班，24 小时开展
执法检查，加大处罚力度，并规划新建渣土消纳场 ，违规
运输渣土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严守城区 4 个入口 杜绝外来渣土入内
地处江城最北端的黄陂区由于景色宜人，被市民称
为武汉市的“后花园”。 然而黄陂区却一度被大量外来的
渣土车辆所困扰，由于中心城区地少人稠，渣土无处倾
倒，不少渣土车就将车开至黄陂，随便找一块农田、池塘
一倒了之，甚至在府河河堤内倾倒大量渣土。
据统计，黄陂每年“收到”中心城区送来的渣土约有
8 万立方米，相当于 4000 车渣土。 一时间，城市“后花
园”成了全市建筑垃圾消纳场。 汉口某渣土运输公司司
机孙良对此事还记忆犹新，他说：“中心城区根本无处可

倒，以前工地每次出土都驾车直奔黄陂。 ”
为此，黄陂区成立了建筑工地及建筑垃圾管理领导
小组，负责全区渣土整治工作。 整治渣土污染，成立 60
人的工作专班，明确责任，严格规范标准、强化措施，对
建筑工地及建筑渣土实施监管，重点对前川地区和南部
地区进行 24 小时巡查控管。
黄陂区渣土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已在岱黄公
路、盘龙大道、汉口北大道、汉施公路路口设置 24 小时
执法岗亭，坚决杜绝外来渣土车入内。 此外，加大渣土车
违规成本， 对所有违规行为一律按规定上限从重处罚。
目前，黄陂已基本实现建筑工地文明施工和渣土运输有
序管理，中心城区向黄陂境内随意运输、倾倒渣土的现
象基本杜绝。

建渣土消纳场 解决清运最大难题
搞好渣土管理，减少扬尘污染在于源头管控，更离
不开疏堵结合。 目前我市渣土管理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就

是大量渣土无处倾倒，不少渣土车司机常常驾车数十公
里，寻找渣土倾倒点，有的甚至随便找块空地倾倒，此过
程最容易形成渣土二次污染。
为此， 黄陂区城管委正在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方式，
在武湖、盘龙城、前川等区域新建三座渣土消纳场，其中
盘龙城、前川两座目前已取得规划用地，投入使用后可
供消纳 300 万方渣土，预计黄陂城区的出土工地 5 年内
再不用为渣土无处倾倒而发愁。
据了解，该渣土消纳场由城管部门引导，社会企业
投资建设，建成后对渣土实行有偿倾倒。
黄陂区城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目前社会上部分
单位对渣土有再利用的需求， 渣土消纳场除了满足单纯的
消纳功能，还可以建设
“
渣土银行”，即将黄土、黑土、石块等
有再利用价值的渣土先分类存放在消纳场的空地中， 再联
系有相关需求的企业单位，如黄土可以用作园林绿化用土，
石块可以经再加工制成人行道的铺砖， 这样按一定价格售
出不但可以减少渣土污染，还可以获取一定经济效益。

对话 <<<

从一味取缔
到疏堵结合
问：“城管革命” 经过
三年探索， 对于搞好城市
管理有何心得？
黄陂区城管委负责
人： 城市管理关键在于 三
点， 一是在机制上要不 断
完善创新， 真正落实常 态
管理。 二是抓精细化管理，
实现城市 管 理 无 缝 隙 、全
覆盖、无“死角”。 三是完善
疏堵结合， 不能只是一 味
地取缔、处罚，只有职能部
门加强引导， 一些城市 管
理问题才能 标本兼治。 一
方面一些摊贩确实存在 违
规占道行为， 另一方面 市
民生活确实有这些需求，
比如在很多地方， 市民 想
配个钥匙、 修个拉链常 常
找不到地方。

问： 黄陂区是如何进
行疏堵管理的？
黄陂区城管委负责
人： 为了满足市民生活 需
求，照顾摊贩的谋生需要，
将路边零散的摊 贩引导至
指定的“跳蚤市场”进行售
卖。 如对潘家田、 板桥 夜
市， 我们严格实行 “五 个
一”进行 管理，也就是一份
协议、一个桶和一块布、一
片划定的区域、 一户固 定
的经营者、 一个规范 的管
理， 同时将成立业主自 律
委员会和小餐饮管理协
会，召开业主讨论大会，建
立规范 有序的检查评比制
度，实行内部管理，自我完
善、自我监督，由城管执法
部门强化检查考 核、 督办
整改。

问： 未来如何继续深
化“城管革命”？
黄陂区城管委负责
人： 当前，我区的城乡综合
管理工作正不断巩固三 年
“城 管 革 命 ”成 果 ，从 三 个
方面助推“幸福黄陂”、“美
丽黄陂”建设：一是向智慧
城管建迈进， 落实城市 数
字化管 理全履盖， 实现管
理区域及空间上的延伸；
二是由管理向治理转变，
实行人性化管理， 掀 起全
民参与城 市 管 理 热 潮 ；三
是由满足于干净整洁向 提
升城市品 位 华 丽 转 身 ，通
过提高城市管理规范化、
精细化和文化创意水平，
彰显城市个性与历史底
蕴， 提升城市魅力 和文化
品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