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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城市精细化管理必须适应城市发展
要求。

鄞州作为宁波当之无愧的核心城区，城市建设水平在不断提高，城市优势是鄞州最大的优
势。城市发展“三分建设，七分管理”，鄞州要厚植并放大城市优势，在推进“六争攻坚”中
当标兵、做表率，更好地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必须交好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满
意答卷。

聚焦问题、拉高标杆、精准攻坚。今天，鄞州区大规模、高规格召开全区城市精细化管理
大会，《关于加强鄞州区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和《鄞州区城市精细化管理三年行
动方案》也相继出台，城市管理向更高质量迈进的“冲锋号”全面吹响。

围绕“两高四好”示范区建设，鄞州计划通过三年努力，建立健全在省内“覆盖范围最
广、反应速度最快、管理标准最高”的“三最”城市综合管理体系，构建安全有序法治、高效
便捷管理、天蓝地绿水清的城市环境，打造全省走在前列、全国争创一流的品质城市。

1. 背街小巷整治。着力营造
“管理有序、环境优美、设施齐全、
和谐文明”的街巷环境。

2.征迁地块管理。加强房屋拆
除施工规范化操作，建立征迁地块
管理流程，确保净地地块移交无缝
对接，建立征迁地块管理标准。

3.建设工地管理。开展建设工
程施工现场环境专项整治，完善工
地管理、净化工地环境。

4.老旧小区整治。开展老旧住
宅小区环境整治，优化硬件设施、
美化公共环境、规范小区秩序。

5.交通秩序整治。持续深入推
进道路违法行为整治，加强出租车
管理以及公共停车位、消防通道、
二手车市场周边等公共区域车辆
违停查处和“僵尸车”清理，加强公
共停车场管理服务。

6.小城镇环境综治。提升城乡
品质，补齐小城镇建设“短板”，加
快环境综合整治、美丽宜居村等工
程项目建设。

7.美丽乡村建设。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开展农村环境卫生整治，
实施“美丽宜居示范村”创建。

8.美丽公路建设。深入开展美
丽公路建设行动，到 2021 年,实现
以城区为中心的半小时交通圈，城
乡道路实现“一路一景”。

9.积水防治。建立城区积水防
治联动机制，逐步减少城区汛期积
水路段，缓解城区排水压力。到2021
年，城区主要道路汛期无积水。

10.公厕提质。加大公厕改建
力度，实施公厕提质行动，创新环
卫公厕管理模式，规范社会厕所分
类管理，逐步开放沿街商铺公厕。

11.广告整治。深入开展中心城
区违法广告设施“清零”行动，切实
提升公益广告刊播质量，确保数量
符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相关标准。

12.夜景亮化。推进城区夜景照
明升级改造，结合“背街小巷”专项
整治行动，为市民营造“月光文化”。

13.智慧城管建设。推进智慧
城管平台建设改造，构建完善的

“智慧+”发展体系，推动落实鄞州
区智慧信息化建设。

14.“雪亮工程”建设。充分发
挥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在治安防控、
抢险救灾、社会治理、服务民生等
方面的重要作用。

15.“多合一”整治。实现“多杆合
一”“多线合一”“多箱合一”的集约设
置，提高城市道路空间利用效率。

16.建筑垃圾处置。合理调配
辖区内建筑垃圾处置能力，积极寻
求企业合作，实现政府政策导向、
企业市场运作的处理模式。

17.餐饮油烟管控。规范餐饮
单位油烟、污水、噪声、餐厨垃圾的
排放和处置行为，逐步优化业态，
妥善解决一批对群众生活环境造
成巨大影响的餐饮单位。

18.群租房及车棚车库管理。
规范房屋租赁、车棚车库管理，严
控房屋群租及车棚车库出租住人

（开店）行为。
19.物业管理。健全物业管理

体系，提高物业管理水平。促进物
业企业规范运营，健全物业服务投
诉责任机制，完善物业企业准入机
制，推行业主自治共管。

20.文明养犬。不断规范市民
养犬行为，提升文明养犬意识，进
一步加大违规养犬行为查处力度。

21.桥头跳车整治。对存在桥头
跳车现象的桥梁针对性地采取整治
措施，加强桥梁日常养护。

22.道路畅行。实施人行道、车
行道美化优化，推进“放学回家路2.0”
特色靓化工作。

23.品质慢行系统建设。加强公
共交通站点及公共开放空间周边步行
通道、非机动车道及非机动车停放点建
设管理，持续推进打通“断头路”。

24.城市家具美化。优化城市
公共空间设施布局，充分调动民间
力量，释放创意活力，创造城市和
市民友好互动氛围。

25.拆墙透绿整治。推进各类单
位绿地拆墙透绿，坚持拆建同步，在
围墙拆除的同时，同步启动增绿补
绿工作，严格新建单位绿化审核。

26. 临时建筑规范。按照“应
拆则拆”的原则对城区内严重影响
城市形象和城市建设且已超过批
准使用期限的临时建筑进行拆除
整治，依法严格控制临时建设的建
设规模、高度和层数。

27.最美载体评选。丰富城市
文明内涵，凸显文明创建效果，树
立先进文明典范，提高城市美誉度
和市民归属感，促进城乡文明共融
共建共享共进。

三年攀高
构建“最广、最快、最高”
城市精细管理体系

27个专项任务
打造城市管理“升级版”

““绣花功夫绣花功夫””打造城市精细管理示范区打造城市精细管理示范区

有心理学研究调查表明，人们
感受外界刺激的83%来自视觉。这
就决定了城市管理工作必须从市民
的视觉效果出发，给人以美的感
觉。

鄞州集山海河湖于一体，立足
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近年
来，鄞州区重点开展了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美丽公路建设等工程，
统筹“水、绿、城、桥、路”等景
观元素，着力突显美丽鄞州整体效
果。根据“美化”需求，今年，鄞
州区又启动老旧小区有机更新，实
施夜景亮化工程推动核心区夜景亮
化升级，令区域景观时时有新风，
打造兼具动感美感的现代都市景
观。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打出组合
拳，全区 8个镇列入整治范围。其
中，五乡镇已率先通过验收，横溪
镇已接受考核，姜山镇、塘溪镇将
于本月底迎接考核。按照“一镇一
线一业，一村一品一特”整治思
路，各镇“镇村联动”，达到点上
有盆景、面上有风景的整体效果，

镇村居民生活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针对老旧小区数量众多、情况

复杂却又事关市民切身利益的实际
情况，鄞州区按照精细化管理思
路，采用“微整治”“微更新”“微
改造”模式推动老旧小区焕发新
生。如：对全区住宅小区开展实地
检查督查，对垃圾乱堆放、车辆乱
停放、设施破损等问题立行立改，
以微整治净化环境。坚持因地制
宜、因势利导，通过微更新，把小
区内的“死角”变成“盆景”；百
丈街道甬港一村通过废旧杂物“二
次利用”，把养鸡场变成了小花
园，既不伤筋动骨，又让人眼前一
亮。在微改造方面，老小区加装电
梯工程堪称典范，目前全区老小区
已加装电梯 5台，另有正在施工加
装电梯 13 台。下步，按照“共同
缔造”原则，相关部门将制订菜单
式改造内容，群众可根据需要自主
点单, 以微改造提升社区综合功
能。

公路提升方面，以“美丽”为
媒，在进一步缩短城乡差距的同

时，也展现了城市多样化的美丽。
在巩固全省首批“四好农村路”示
范区创建成果的基础上，鄞州区今
年积极推进美丽经济交通走廊创
建，共打造美丽经济交通走廊 61
公里。截至目前，已完成“南国风
情路”沿海中线和全区首条“最美
公路”样板线鄞横线的升级改造。
同时，在各基层公路所的精管细养
下，横邹线、韩天线、东周线等山
区公路的“颜值”和“功能”也得
到了进一步提升。

今年，鄞州区还在探索夜景
“兴奋视效”的征程中迈出了关键
一步。波特曼欧陆风情街、庆安会
馆海商文化花漾街区惊艳亮相，让
市民既能感受西方时尚气息，又能
重温东方古典韵味。其中，波特曼
欧陆风情街以欧式风格庭院灯与激
光灯为主，与周边酒吧环境相得益
彰；庆安会馆周边道路行道树上安
装鸟巢灯，夜晚投射蓝色水光，美
不胜收。优美而变幻的夜景，令人
流连忘返，城市美丽空间进一步拓
展。

美化 全域统筹提颜值

走进百丈街道潜龙巷，街角转
弯处一座两层高犹如小洋房的建筑
一下抓住了行人眼球，有段时间没
路经此处的张大伯不禁疑惑：这还
是原来那个又脏又破又臭的小公厕
吗？

走近一看，这栋小建筑不是咖
啡馆更不是什么文创公司，而是一
个改造提升后的公厕——潜龙巷公
厕。

今年，鄞州区新增、新建公厕
30 座，改建公厕 20 座，并提高城
区 150 余座公厕的管理服务标准，
大大提升了市民的如厕舒适度。这
一切，既是为了市民“方便”，更
是城市洁净、文明环境的必然要
求。

“以人民为中心”是城市管理
的核心价值。其中，保持清洁的环

境是市民群众的最根本需求，也是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基本目标。鄞州
区的洁化工作，从市民日常看得
见、用得着的细微处入手，让群众
获得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洁净的内河环境是展现城市的
靓丽窗口，鄞州区在前几年大力开
展“五水共治”“截污纳管”专项
整治行动基础上，启动“水下森
林”生态治水、纳米曝气技术科技
净水、“水陆空”立体巡查精准护
水等治水工程，令鄞州区各条内河
水质和周边环境得到有效改善，辖
区居民幸福感不断提升。院士公园
内水系经科学治理，形成“水下森
林”景观，不仅使水质从劣Ⅴ类提
升到Ⅱ类，还勾勒出一幅河水清澈
见底、河底植物荡漾、鱼虾水草间
嬉戏的诗意画卷。

背街小巷处在城市“背面”，不
为大众关注，容易成为卫生死角，
但其环境优劣同样体现一个城市的
管理能力和水平。鄞州区开展街巷
整治，并不是推倒重建，而是在解
决环境卫生脏乱差问题的基础上，
在精致改造上下功夫、在特色建设
上做文章。同时，扎实推进道路坑
洼整修、共享单车管理、城区积水
点综合整治等三大专项行动。预计
到 2020 年底前，鄞州区可实现背
街小巷整治全覆盖。

此外，鄞州区城乡垃圾分类工
作也在有条不紊推进，城区已有
337 个小区、26.1 万户居民开展垃
圾分类，居住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覆
盖率达 93.4%。城区垃圾分类运输
体系已经基本建立，为生活垃圾源
头减量创造了有利条件。

洁化 里外兼修促品质

深秋，时不时的冷风吹过洋江水
岸小区北侧 4万平方米的花海，“紫色
海洋”吐露芬芳，尽情释放着魅力。
尽管花期将过，但 50余万株柳叶马鞭
草在风中摇曳，别具浪漫风情。“城市
花海”理念的推出，让这块闲置多年
的土地焕发新机，成为居民节假日观
花赏景、游玩休闲的新去处。

为改善城市闲置地块脏乱差现
象，鄞州针对城区内围而未建地块、
林下裸地等地块，因地施策，以“城
市花海”“林下花海”“公园式苗圃”
为着力点和主攻方向，加快闲置地块
改造，让“看得见”的角角落落重新
焕发绿意。据初步统计，今年以来，
鄞州累计完成量达到 70万平方米，相
当于新增了一个鄞州公园。

城市道路沿线的绿化美化，是鄞
州区提升城市绿化空间的重点。以世
纪大道为为例，今年 3 月底，鄞州启
动实施世纪大道绿植改造提升工程，
对近 5 万平方米林下裸地进行清理，
并对 5000余株香樟和杜英进行透光修
剪，并在 2 万余平方米土壤进行翻土
修复并撒播硫黄菊、百日草等花卉种
子。经过半年时间精细养护，世纪大
道于今年国庆节前实现完美蜕变，形
成了一条面积约6.5万平方米的“花漾
森林大道”，黄色裸土一跃成为全市面
积最大的林下花海。

甬台温高速沿线位于城市中心

区，途经邱隘、潘火、下应、中河、
首南、姜山等镇 （街道）。高速沿线东
西两侧可视范围内，约 60米宽度的地
块环境秩序普遍较差，存在高速生态
防护林带被菜地“侵蚀”，乔木覆盖缺
空较多等现象。为此，鄞州开展菜地
私自耕种整治，并同步跟进对清理地
块的复绿：种植香樟、杜英、无患子
等树种，截至目前，已完成补植点位
51个，种植乔木4026株，一片绿意盎
然的生态林已然展现。

根据现状，鄞州区对高速沿线各
类地块进行统一设计，因地制宜打造
生态型公园绿地。甬台温高速 （姜山
北枢纽至宁波东枢纽） 两侧，分区打
造生态保育功能区、城市花海体验区
等；设置简易慢行步道，串联各功能
区块，新增绿地面积达 30 万平方米。
此外，在局部地段建起古典园林风格
围墙，提升步行空间环境。

除了线性铺开，还要见缝插绿。
鄞州区通过拆迁建绿、破硬复绿、立
体绿化等措施，不断拓展绿色美丽空
间。下应洋江地块、潘火高架桥西侧
地块、南部商务区 B 地块、长丰新典
路闲置地块花海建设；环城南路高架
桥上垂直绿化、福庆路桥下垂直绿
化、百丈环卫站垂直绿化、面积约 3
万平方米五一广场屋顶绿化等，给城
区添绿添彩，进一步拓展了城市绿化
空间。

绿化 见缝插绿添新景

“以前一旦回家晚了，停车位就很
难找，有时候转三四圈也未必找得
到。”住在鄞州区咸祥镇咸兴路附近的
居民，回忆起过往的路况仍忍不住吐
槽，“不过现在好了，有了‘宁波停
车’APP 后，方便多了，去之前就可
以知道哪里有空车位。”

从停车难、停车乱，到有序、便
捷地停车，鄞州破解停车难题的背后
是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
2016 年 10 月，鄞州区率先在万达广
场周边道路启用“智慧停车系统”，
依托智慧化平台和“地感拍取+视频
取证”技术，实现了车牌信息的实时
传送、道路禁停路段的 24 小时不间
断监管、道路泊位收费的自动化以及
停车管理的无人化，有效抑制了违法
停 车 行 为 。 据 统 计 ， 从 2016 年 至
今，鄞州已累计新增智能停车泊位
1000余个。

在推进智慧停车项目的同时，鄞
州通过“小区挖潜、周边配套、错时
共享”等措施，有效缓解了 5 个老旧
小区停车难问题。此外，还利用城区
拆迁地块开发空档期，改造便民临时
停车位4800余个。

随着共享经济的不断发展，停
车难的问题已不再局限于汽车。随
着共享单车成为解决城市公共交通

“最后一公里”重要工具，其乱停放
的 问 题 也 使 其 成 为 路 面 的 “ 障 碍
物”，影响城市的文明形象。繁华落
尽之后的共享单车逐渐成为城市管
理顽疾。

为有效破解共享单车乱停放问
题，今年 7 月，鄞州区与“摩拜单
车”合作，在非机动车停车位设置划
线过程中，同时设置电子围栏——蓝
牙道钉，引导市民规范停车，实现共
享单车停放的智能化管理。截至目
前，已在宁波书城、安庆会馆两个试
点区域布设电子围栏——蓝牙道钉
193个。

鄞州有序的精细化管理不光体现
在破解停车难的问题上。昨天上午，
鄞州区江东实验幼儿园日月星城园门
口，几位老人推着婴儿车缓缓地从人
行道上走过。这条以橘黄、蓝色相
见，不足百米的人行道，凭借靓丽的
配色以及卡通装饰成为附近“溜娃一
族”的重要集合地。

像鄞州区江东实验幼儿园日月星
城园这类个性化改造的道路，在鄞州
还有4条。

城市管理说到底是城市服务，是
为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服务。始终以
市民需求、群众满意为工作的出发点
与落脚点，把管理服务做在百姓的需
要处、心坎上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题
中之意。今年以来，鄞州区以“智
慧”为引领，不断提升城市管理序化
水平。目前，智慧城管覆盖范围已由
建成区 68 平方公里扩展到城区 117 平
方公里，并实现周边 9 个镇区的全覆
盖。同时，鄞州通过不断完善城市管
理体系、高效处置体系以及组织执行
体系，不断推动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
水平提升。

序化 智慧引领破顽疾

文 王岚 殷聪 通讯员 杨磊 包静琴 王闰
供图 袁勇 鄞州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公园

市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宣教活动

白岩山最美风车公路

美丽乡村宜居宜游美丽乡村宜居宜游

东部新城

智慧城管指挥中心

院士公园院士公园

根据 《鄞州区城市精细化管理三年行动方案 （2019-2021
年）》，鄞州将大力开展城市管理各类细小专项，改善市政设施、推
进专项整治、完善交通服务、补齐城乡短板。到2021年，鄞州区在
城市环境品质、基础设施、交通出行等方面常态长效管理水平全面提
升，市民对城市管理的满意度明显提高，城市更加宜居宜业宜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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