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路长制”合力补短板

“路长制”是一场提升城市“软实力”、改变城市风
貌的“变革”，开创了我市城市治理的先河。之所以吸
引无数群众点赞，是因为它切中了城市管理的痛点，

“对症下药”，把责任压实，调动了各方创新突破、勇争
一流的积极性，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路长制”贵在“五子”齐发：压担子，通过管理权
下放、考评奖罚，把责任压实到各区（管委会）、办事
处，再进一步压实到辖区沿街单位、门店，避免了城管
系统一家单位“孤军奋战”；出银子，城市管理离不开
资金投入，市级管养资金与责任一同下放，区（管委
会）再向各办事处拨付 300 万元“路长制”专项资金，为

推进“路长制”提供了保障；打板子，市城管局长几乎
每天都用半天时间上路检查，发现问题随时向责任单
位指出，整改不力的进行媒体曝光，每周评出 10 条黑
旗道路，让所在办事处既丢面子，又损银子；吹号子，
通过设置“路长制”公示牌、在媒体开辟专栏、组织各
种宣传活动，动员全社会参与其中；想点子，使城市管
理者充分发扬担当精神，发挥聪明才智，提升美学素
养，因地制宜塑造街区文化，杜绝千街一面。

“路长制”精髓在“责”上。有了各级路长，城市道
路上的管理就有了清晰的责任人。标明路长姓名、电
话等信息的“道路管理责任公示牌”，让路长处于社会

的监督下。这就要求各级路
长们要有责任担当精神，乐于发现问题、
敢于解决问题、巧于打造特色、善于推广经验。

“路长制”不仅提升了市民身边街巷的“颜值”，而
且正向老旧居民院延伸，通过“路长制”，正逐步实现城
市提质，消除新旧城区二元结构，让老城区居民共享发
展成果，从而凝聚推动城市高品质发展的强大合力。

“路长制”成果来之不易，需要大家精心呵护。只
有每一位市民都成为模范，遵守城市规范的自觉践行
者，人人参与共建共治共享城市管理，才能使城市变
得更美好，人们生活得更加平安和幸福！

近十年来，我市进入快速发展
期，2016年 12月，国家发改委批复
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但在城市的街巷之间、细微之
处，路不平，窨井沉陷，车辆混行及
乱停乱放，线缆散、乱、垂、断，部分
绿化带、行道树穴黄土裸露、侧石破
损……城市管理的短板不容忽视。

城市管理欠账多，脏乱差软，
根源在于管理机制不畅，一些部门
懒政怠政。如何破解？经多方考
察，结合实际反复研究，根据《郑州
市城市精细化管理三年提升计划》
的要求，2018 年 7 月，我市出台
《郑州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路
长制实施方案》，由此，一套规范
化、精细化、常态化的城市管理顶
层设计——“路长制”正式出台。

“路长制”核心是路长，谁来当
路长？仅靠城管部门一家远远不
够，必须调动各区（管委会）、办事
处的力量，形成共管共治局面。

基于这种共识，按照“能集中
则集中、能下放则下放”的原则，把
分散在其他职能部门的城市管理
事项全部归口到市城管局，并带着
责任、义务、权利和资金，一同下沉
到办事处。市城管局由过去既当

“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变为只
当“裁判员”，只负责研究决策、下
达任务、制定标准、督导考评、奖罚
追责。

组建“五级联动”路长队伍。
区级政府主要领导为总路长，分管
领导为副总路长；各乡（镇）办主要

领导为一级路长，中层领导为二级
路长，社区书记、主任及辖区各责
任单位负责人为三级路长，与二级
路长一起具体落实“路长制”责任。

保障“路长制”资金投入。大
幅调高道路管养经费，四环以内由
每年每平方米 6元增至 20元。要
求 各 区（管 委 会)对 每 个 办 事 处
（乡、镇）拨付“路长制”经费 300万
元，由 8个市级审计组对资金拨付
及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未拨付到位
的，由市财政代扣代拨。

实现四环内全覆盖。全市城
区及城乡接合部 103 个乡（镇）办
所辖 3222 条（段）道路建立了“路
长制”，实现了城区四环内“路长
制”全覆盖，并向新密、荥阳、中牟
等县（市）延伸。

形成“1234”管理模式。经过
近一年的探索和运行，逐步形成了

“1234”管理模式及“路长吹哨，部
门报到”的高效联动机制。“1234”
即“一长”（责任路长）、“两员”（巡
查员和监督员）、“三会”（党员议事
会、商户联合会和部门协调会）、

“四包”（包卫生、包秩序、包绿化、
包立面等门前四包）。“路长吹哨，
部门报到”联动机制即由各级路
长、巡查员、监督员组成“路队”，由
路长统筹协调交警、城管、市场监
管人员开展辖区城市管理工作。

体制的创新，有效解决了“看
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
的问题，在及时发现问题、快速解
决问题上的优势逐步显现。

做足做足““绣花功绣花功””城市颜值升城市颜值升
—我市以“路长制”推动城市管理向精细化转型升级

4月 18日，我市召开深入推进
“路长制”市容市貌大提升活动三
月讲评会。至此，全市已召开周讲
评会12次，月讲评会3次。

每一次讲评会，都让红旗单位
负责人如沐春风，也让黑旗单位负
责人红脸出汗。

因为，除了分析问题、总结经
验、查摆不足，重要的是要由市领
导为“优秀红旗”路段所在办事处
颁发奖牌和红旗，为黑旗路段所在
办事处颁发黑旗，最后一名黑旗单
位负责人还要当众表态发言。

“把‘路长制’作为城市管理的
基本职能和看家本领”，3月全市月
排名第一的金水区对“路长制”逢
会必讲，逢事必讲，打造了政一街
行政区历史变迁主体文化特色街
区，盘活街角空地设置了一批微公
园、爱心驿站、户外书吧等便民设
施，让群众生活得更加舒心、舒适。

排名并列倒数第一的经开区和
高新区，管委会主要领导表态发言
时则“如芒在背、如鲠在喉、深感愧
疚”，这也倒逼两个管委会“横下一

条心，立下必胜志”，举全区之力深
化“路长制”，改变落后被动局面。

领导重视是风向标，督导考核
是指挥棒。我市坚持高位运行推
进“路长制”工作，建立了市、区（管
委会）、办事处、作业单位四级联动
检查机制。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每周暗
访、每月点评；分管市领导靠前指
挥，跟踪问效；各区、办事处党政领
导深入动员，现场督导；市城管局
成立专项督导组，不间断拉网式督
导检查，局长几乎每天至少抽出半
天时间检查督导；通过招投标选择
第三方公司作为考核机构，对各区
进行科学精准的量化评价，确保科
学考核客观公正。

建立日巡查通报、周梳理点评、
月汇总奖惩机制。每周评出红旗路
段10条、黑旗路段10条，每月对区
（管委会）、责任单位进行排名，给予
相应的财政奖励或财政扣款，连续
三次获得红旗的路段升级为“优秀
红旗路段”，连续三次得黑旗的路段，
对所在办事处启动问责程序。

讲评加奖罚 用好指挥棒

“路长制”为了什么？
让百姓拥护才是“路长制”最

大的目的。坚持“民本导向”，突出
“以文为魂”，杜绝蛮干，始终贯穿
于“路长制”工作全过程。

伊河路嵩山饭店门口向东路
南侧，人行道较宽，过去被各类车
辆占据，如今，这里建成了一处
174米长的街头小游园——“金桂
飘香园”，绿树鲜花、景观框架和座
椅，为行人带来美的享受。

在协作路桐柏路东南角，中
原区利用拆除违建腾出的 100余
平方米边角地块建成了一处“口
袋公园”，微缩版的乔灌草花、山、
水、廊架、座椅等公园设施应有尽
有，为附近居民提供了在家门口
休闲的好去处。

如果说这两处变化体现了以
民为本，那么一些老街区的变化，
则彰显了以文为魂。

管城回族区清真寺街，因800
年历史的北大清真寺而得名。这
条宽度仅5米的老街曾经基础设施
老化、私搭乱建严重、生活环境脏、
乱、差。如今“路长制”让它实现了

华丽转身：青砖灰瓦的仿古建筑、
精心雕琢的街头微公园、讲述商都
历史变迁的墙立面壁画、见缝插种
的绿植、展现当年生活的人物雕塑
以及为美化跨街暖气管道而装饰
的牌坊，细节处理，颇具匠心。居
民李女士说：“多年都没这么美过
了，看得心里喜滋滋的！”

“我们坚持从空中、地面与地
下三个维度，对该片区4街 8巷、3
个居民区 23 幢居民楼进行一体
改造，违章搭建全部拆除，所有道
路进行重新硬化，给老百姓创造
一个能呼吸和喘气的街区新环
境。”北下街办事处党工委书记海
彦玲说，“在街景中运用了北大清
真寺内的砖雕元素，把街区文化
内涵融入一砖一瓦，使人们不谈
文化，却处处感受到不同的文化
元素。”

在经四路与纬二路交叉口以
北，围墙绘上了“时间都去哪儿
了”主题画，通过“你的背影越来
越小，我的背影越来越大”系列画
面，使人们驻足墙前时感悟时光
易逝，人生易老，警醒自己要珍惜

当下，努力工作，孝老爱亲。
为了让百姓满意，“路长制”

要求落实“一征三议两公开”，倾
听百姓心声，首先解决好群众关
心的“水电气暖路”等基础设施，
垃圾收集、安全、便民等功能服务
设施。其中，管城区在对一条街
道座椅设计时，设计师不断征求
群众意见，设计稿几经修改，终于
达到既美观，又让人们坐着舒适
满意的效果。

为提升道路环境质量、文化
品质，为市民群众带来惊喜，每个
区（管委会）都有一名街区设计总
规划师，每条路都有一个设计团
队，统筹规划，精心设计，充分体
现一路一景。

群众参与才能无坚不摧。市
交警支队、市教育局、市总工会、
团市委、市妇联先后开展“停放有
秩序，行止守规矩”“小手拉大手，
文明一起走”“治理脏乱差，共同
管好家”等主题活动，市城管局面
向社会征集城市管理“金点子”
2550条，形成了社会各界关心支
持参与“路长制”的磅礴力量。

坚持民为本 突出文为魂

街巷如画屏 一片点赞声

“路”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近日，到协作路办事的市民宋先生发现，过去坑凹不平、小广告随处张贴的小街道，如今

美得令人难以置信：隔离栏上一盆盆常春藤生机盎然，人行道砖透着本色，非机动车有序停
放，沿街门店窗明几净，围墙粉饰成仿灰砖墙，墙上的黑白电视机等老物件图案充满怀旧感，
粉红心、3D雨篷、休闲座椅洋溢着时尚气息，让人在今昔对比中切身感受到发展的成果。

协作路只是我市深化“路长制”推进市容市貌大提升中打造的众多“网红”路之一。2018
年以来，经四路、兴华街、清真寺街、沅江路、碧云路、岗坡路、计划路、康乐里……一大批街区
颜值提升，散发出优雅的气质。

城市管理无小事。城市管理要像绣花

一样精细。越是超大城市，管理越要精细。

如何以绣花功夫管理好城市？2018

年以来，市委、市政府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创

新“路长制”，做足“绣花功”，坚持”以民为

本，以文为魂”，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郑

州特色的目标定位，不断推动城市管理向

精细化转型升级，努力创造符合国家中心

城市发展需要、1000万郑州人民满意的美

好城市环境。

拥抱“路长制”共享发展成果

城市管理像绣花，针脚越密
越到家。

“路长制”是“微操技术”，从哪
儿下针、缝多密都要精准。眼要
准，活更要细，针针都要绣在实处。

结合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标准
和未来城市现代化治理方向，我
市把“美化、净化、亮化、绿化、文
化”的工作要求，细化为清扫保
洁、路面完整、城市家具、沿街立
面、绿化美化、生态环保、交通通
行、街面秩序等20个具体标准。

全市上下各显其能，细致入
微。不仅拆除了各类私搭乱建，
恢复街巷原貌，整修残墙断壁，一
些区还开展免费擦洗脏车行动，
设置专门收纳烟头的微型垃圾
筒，对空调室外机包上栅栏箱，对
树穴、配电房进行覆盖和美化，在
隔离栏上装饰花草并配备海绵条
吸水保活，精心设计雕塑和园林
小品，设置便民座椅、智能公厕彰

显人文关怀，把街道装扮得像家
一样舒适。

“路长制”实施以来，全市先
后开展了市政设施、亮化绿化、施
工围挡、空调室外机等 10大攻坚
整治，消除脏乱差 21 万处 40 万
平方米，完成道路改造提升 260
条，打造特色街道 100余条，设置
标志性小景观、小雕塑 300余处，
使大街小巷各出奇彩、各出奇美、
精彩纷呈，一个“街道有活力、空
间有特色、交通有效率、生活有保
障”的城市风貌正在形成。

从粗放管理到全城全域求精
细，全市城管人用绣花精神塑造
了城市“高颜值”，赢得了老百姓
和社会各界的认可。

家住秦岭路的王先生说：“最近
市容市貌变化真大，路面越来越干
净，交通秩序越来越好，还打造了特
色街文化墙，饭后遛弯有了好去处！”

2019 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和国际投洽会期间，海内外嘉宾、
重要客商纷纷为我市的市容市貌
点赞，认为郑州不仅干净漂亮、畅
通有序，而且人文色彩浓厚、处处
彰显国际范儿，更加宜居宜业。

2019年以来，全国60多个城
市组团前来学习“路长制”经验。

“路长制”凝聚了全市上下干

事创业的精气神儿，推动我市形
成了排山倒海、不可阻挡的发展
态势——2018年，常住人口过千
万，经济总量破万亿，进入全国城
市第一方阵。2019年一季度，我
市实现GDP增长 8.2%，荣登美好
生活城市榜单！

“‘路长制’提升了城市的外
向度，推动了城市管理向城市治
理转变，全方位提升了城市形
象，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郑
州模式。”市城管局局长李雪生
说。城管无止境，“路长制”仍然
在持续升温、持续加压，并按照

“绣花”精神不断创新超越，朝着
“千百十”（千条优秀、百条卓越、
十条极致）路段创建目标迈进。
今年年底前，建成 1022 条优秀
路段，消灭黑旗路段，2020 年年
底，全部建成优秀路段，建成一
批极致路段。

“路长制”是契合城市高质量
发展要求，顺应市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向往的有效载体。随着“路长
制”的深入推进，一个有文化、有品
位、有温度、有活力的现代化、国际
化、生态化美丽城市必将呈现在世
人面前，从而带给郑州市民更多的
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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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真寺街

▲▼ 协作路

▲ 经四路

▲ 经六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