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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区在重庆首创城市管理街长制袁 进一步
探索城市管理新思路袁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袁实
行街长野包干冶管理袁部门野组团冶服务袁以野绣花冶功
夫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袁市容市貌焕然一新遥
所谓街长制袁 是指将城市管理区域按照城市
道路划分若干网格袁设定每条道路管理街长袁负责
管理区域的环境卫生尧市容秩序尧广告店招尧园林
绿化尧设施维护等日常管理工作袁实现城市管理精
细化遥

荣昌
街长制 精细管理扮靓城市

荣峰河绿化

街道有了守护人

采集信息

在荣昌区城南大道 104 号路灯杆旁袁
一个人正专注地对一块破损路面拍照遥
不到两分钟袁 荣昌区数字化城市管理指
挥中心的大屏幕上袁 有了这个人刚用手
机上传的破损路面图片遥
你可能不知道袁无论雨雪交加的寒冬
腊月还是骄阳酷暑的三伏天袁 荣昌城区
街头有 111 个野逛街人冶袁随时准备掏出手
机袁对着这座城市需要整改的地方拍照遥
谢方国袁63 岁袁住在昌州街道油栎社
区遥 他就是这些野逛街人冶中的一员遥 他对
车辆乱停乱放尧牛皮癣广告尧白色垃圾等
乱象深恶痛绝遥 得知区里要组建 野街长冶
队伍后袁他第一时间报名遥 凭借一腔热情
及对社区的了解袁他成为一名街长遥
谢方国若遇到路面破损或灯杆歪斜
等情况袁他就像发现敌情般院停步袁核实袁

确认属于影响居民生活尧需相关部门解决
的城市管理范畴袁拍照袁上传遥
荣昌区城市管理局分管副局长说袁街
长们每次上传的照片袁均属城市管理中的
线索袁指挥中心把该线索交办给相关联动
部门解决后袁 街长们会返回现场验收袁满
意后再次拍照回传遥 这时袁整个线索办理
才算完结遥
为此袁 荣昌区依托现代信息科技技
术袁建立城市管理城市数字化部件采集处
置与路段街长管理职责联动机制袁做到城
市数字化管理与街长制的有机结合袁各路
段街长将每日巡街发现及收集到群众反
映的城市管理问题实时上传到区城市管
理数字化中枢处理中心袁 中心梳理归类
后按照各部门职责袁 派遣到相应职能部
门进行处置遥

街长培训会

“金钥匙”
打开困局的
规范广告牌

2017 年 8 月袁 荣昌区昌元街道白象
社区滨河中路附近接连处理了两棵影响
公共安全的树院一棵是位于滨河中路 187
号的黄葛树袁树根把围墙撑裂了遥 区园林
绿化所 8 月 14 日接到反映电话袁8 月 15
日便处理完毕曰 另一棵是位于南大街 22
号的桉树袁被风吹倒袁树冠斜靠在了对面
墙上遥 区园林绿化所 8 月 28 日接到反映
电话袁第二天便重新栽好遥
野这要是放在以前袁 不可能有这么
快浴 冶负责该片区的街长胡汉英说袁过去
发生这种事袁得向社区尧街道层层打报告袁

然后由街道分管领导与荣昌区城市管理
局分管领导协调解决袁没有十天半个月是
办不下来的遥
野耶街长制爷 就是针对过去城市管理中
的各类深层次矛盾而进行的一次城市管理
改革遥 冶荣昌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遥
首先是打破原有的城市管理格局遥将
原来由城市管理局独自承担的城区市政
环卫尧市街园林管护等 8 个方面 109 项职
能职责全部下放到街道袁 并将相应的人
员尧经费一并下沉到街道袁使街道告别野有
责无权无钱冶的尴尬局面遥

其次是树立野大城管冶概念遥 将公安尧
环保尧水务尧交通等 17 家职能部门纳入街
长制管理体系袁 同时梳理各部门权责清
单袁 将原有 327 项城市管理职能整合为
128 项袁明确了各部门责任界限袁消除执
法缝隙袁形成管理合力袁为城市管理综合
协调提供保障袁彻底解决城市管理中部门
多头管理尧相互推诿等难题遥
胡汉英负责昌州大道中段要谭家坡
街要滨河中路要南大街区域袁 共 16 个小
区尧700 多户遥 在此区域内袁城市管理局还
明确了园林尧环卫尧执法尧路灯尧设施等相

应的城市管理人员袁这些人员的工作接受
胡汉英的督查袁并由胡汉英进行考核遥
胡汉英的街长公示牌还被公示在所
负责区域醒目位置袁上面有姓名尧照片尧联
系电话尧工作职责尧管理范围等袁方便市民
咨询尧求助和反映城市管理问题遥
街长制的实施袁找到了打开困局的一
把 野金钥匙冶遥 胡汉英担任街长短短一个
月袁就为她所负责的这片老旧野三无冶小区
新安装了 8 盏路灯尧3 个化粪池气孔袁使
这老旧野三无冶小区的居住环境得到极大
改善遥

位更加不够用遥 陈滔担任街长后袁几乎天
天向片区街长和总街长办公室的城市管
理信息化平台反映这一问题遥
针对这一问题袁他们采取了两个办
法院 一是组织总街长办公室相关成员
单位进行调研袁制定出相关政 策袁按 2
元每小时的标准对市政公共停车位进
行收费袁 使收费的市政公共停车位由
过 去 的 400 多 个 增 加 至 4000 多 个 曰 二
是组织城管尧 交警等部门持续开展违
章停车整治遥
这是网格 化管理 与组团式 服务的

有机结合遥 各路段的环境卫生尧市容秩
序除了有路段街长进行日常管理袁总
街长及片区街长还要对路段街长所反
映的比较难解决的问题进行分析梳
理 尧研究 对 策 措 施 袁 有 针 对 性 地 开 展 管
理服务遥
截至目前袁总街长办公室已协调各成
员单位解决城市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20
余项袁兴荣大厦周边道路的违章停车问题
也由此得到了彻底解决遥
荣昌区建立了三级野街长冶管理模式遥
全区设总街长 1 名袁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

担任袁负责全面推动街长制改革曰在城区
下辖 2 个街道办事处设置片区街长袁由办
事处主要负责人担任袁负责处理片区内城
市管理重点尧热点和难点问题曰城区内每
条街道设置路段街长 1 名袁负责每条街道
的日常管理工作袁同时设置区街长办公室
对街长制改革进行综合统筹袁协调解决街
长制推进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袁构建
起总街长尧片区街长尧路段街长三级管理
的城市管理新格局袁确保了城区管理全覆
盖尧无盲区袁有效破解了城市管理中日常
监管难以到位的问题遥

维护路面清洁

三级管理新格局

安装街长公示牌

地处荣昌区昌州街道的兴荣大厦是
该区多个区级部门办公的场所袁 因周围
商住小区多袁前来办事的人多袁兴荣大厦
周边的道路一直是违章停车的野重灾区冶袁
四车道常常被堵成单车道袁交警部门多次
整治均收效甚微遥
野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遥冶负责这片区
域的街长尧 宝城寺居委会主任陈滔说袁一
是前来办事的人多袁 室内及室外停车位
不够曰 二是过去这些室外停车位都是不
收费的袁周边小区业主为省停车费袁常常
占用这些停车位袁 使原本就紧张的停车

从街长制到
“街长治”
城市管理袁最怕野头痛医头冶野脚痛医脚冶袁过多
依靠运动式尧突击性的整治来解决热点尧难点问题遥
野城市管理工作不可停歇浴冶荣昌区城市管理人
深深明白这个道理遥
为此袁荣昌区出台叶荣昌区街长制实施办法曳袁
对总街长尧片区街长尧路段街长管理职责进行了明
确袁 将街道路面管理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人头上袁各
级街长对管辖范围内的城市管理工作实行包干负
责制袁 确保各项城市管理难题得到有效及时解决袁
实现了野街街有人管袁事事有人做冶遥按照野网格化管
理尧组团式服务冶的理念袁各级街长通过平时巡查走
访袁具体了解联系群众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建议和意
见袁对群众意见建议进行分析梳理袁能够及时处理

荣峰河夜景

的袁由路段街长安排马上处理袁不能及时处理的袁由
路段街长向片区街长尧总街长层层汇报研究对策措
施合理解决袁 做到有针对性地开展管理服务工作遥
同时袁将考核问责机制作为野街长制冶的核心要素袁
分别制定了叶片区街长检查考核评分标准曳叶路段街
长考核暂行办法曳及叶城市管理人员检查考核评分
标准曳袁对片区街长建立一月一考核尧每月兑现奖惩
考评制度袁考核成绩纳入区委尧区政府对街道的年
终城市管理目标考核得分遥对各路段街长及城市管
理工作人员实行双重管理袁建立野日考评尧周反馈尧
月评比尧季讲评尧年总结冶的制度袁坚持 24 小时袁365
天严格考评袁通过严格奖惩提高工作效率袁避免城
市管理流于形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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