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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时评

城市治理
最终体现为细节
□ 汤华臻

近些天，途经北京雍和宫桥的行人

和司机有个新发现：桥下三条斑马线新

装了发光装置，每天19时自动点亮。进

入冬季，天黑得越来越早，亮起来的斑

马线既方便了行人又提醒了司机，让人

倍感暖心贴心。

斑马线的长度不过十几米，配装发

光桩也不算大工程，但这一小小改变，

优化了人车通行秩序，助力了夜间交通

安全，背后透着管理部门的巧思。放眼

望去，城市中类似这样具体而微的服务

举措还有不少。比如，将公交站牌换成

电子款，信息不仅更加醒目，还能显示

车辆到站时间；入冬后给公交站台的座

椅铺上垫子，夏天时地铁分出空调“强”

“弱”车厢……这些服务着眼的都是日

常小事，但默默提升着一座城市的便利

与温度。

城市治理是个宏大课题，但最终要

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各种细节。今天的

北京，各类设施日趋完善，真正影响市

民体验的也多是细节。拿交通出行来

说，顺畅、安全、便捷是大目标，但落到

实践，就是信号灯、车道、斑马线等设施

的合理规划和相互配合。而将每一项

掰开，又都有大学问。比如，斑马线多

长合适、亮不亮灯、要不要 3D 效果，将

这些细节琢磨得多一些、处理得好一

些，使用感受就大不相同。而一处处的

细节优化，一个个的“加分”累积，就是

对精细化治理的生动践行。

城市治理永远在路上。对于相关

部门来说，这个精益求精的过程，很大

程度上是自我施压、主动向前。就拿上

述斑马线配灯来说，没有上级要求，也

没有群众投诉，但感受到黑夜的不便，

有心者就会发现优化工作的着手之

处。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要善于发现，

身边几乎随处可见，用脚步丈量城市

的便与不便，或从大数据中挖掘潜在

诉求……站在群众需求的角度多考虑，

善于在细节处主动向前一步，相关工作

就能不断精进。

“下一步将对有必要的路口推广智

能斑马线”——收到积极反馈后，东城

交通支队这样表示。期待更多为民服

务的加法能够做起来，让这座城市更加

便利宜居。

□ 雷茂盛

12月17日，中共四川省达州市

委、达州市人民政府、中国物流与采

购联合会联合主办的达州商贸服务

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新闻发布会暨

项目恳谈会在京举行。

本报在发布会上获首个提问机

会，就“十四五”首批国家物流枢纽建

设发展的意义等话题，出席本次发布

会的中共达州市委副书记熊隆东回

答了提问。

问:此次达州获批商贸服务型国

家物流枢纽对达州经济社会发展有

何重大意义?

熊隆东：随着"一带一路"、长江

经济带发展、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支

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重大战略机

遇交汇叠加达州，特别是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创建万达开川渝统

筹发展示范区，达州投身其中、生逢

其时。

此次成功纳入"十四五"首批国

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为我们加快融

入国家战略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一是有利于加快融入"双循环"

新格局。达州是"一带一路"、长江经

济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

城市，是成都、重庆、西安的三角中

心，是四川的东向门户。物流枢纽将

助力我们深度融入长江经济带和西

部陆海新通道内循环，高效衔接"一

带一路"外循环。

二是有利于促进万达开川渝统

筹发展示范区国家战略落地。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谋划了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战略，并提出创建万达开川

渝统筹发展示范区。物流枢纽为区

域协同发展提供了物流、信息、资金

等重要支撑，我们将紧紧围绕"打造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北翼振兴战略

支点"奋斗目标，努力将达州建设成

为"立足秦巴、覆盖西部、辐射全国、

面向全球"的交通物流中心。

三是有利于辐射带动川陕革命

老区振兴发展。近年来，达州围绕物

流枢纽建设，不断完善物流设施、做

大物流规模、增强服务功能，加快城

市区位重构、通道重造和产业重整。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扬老区精神，

依托国家物流枢纽，积极申建国家物

流骨干冷链基地、国家示范物流园区

和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联合川东

北、渝东北、陕南等毗邻地区，共同打

造秦巴地区综合物流枢纽，推动川陕

革命老区加快振兴发展。

问:达州建设商贸服务型国家物

流枢纽的实施路径是什么？

熊隆东：我们将以国家物流枢

纽建设为契机，充分发挥国家物流

枢纽辐射广、成本低、效率高的优

势条件，聚焦通道、平台、产业、合

作等重点路径，推动枢纽早建成、

早投运、早达效，有力支撑地方经

济发展。

问:您刚才说到达州将聚焦通

道、平台、产业、合作等重点路径，具

体包括哪些重点建设项目？

熊隆东：一是畅通通道。把四川

东出铁水联运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

达州|班列、中欧班列达州专列等作

为标志性工程，构建公铁水空全方位

立体交通网络，畅通枢纽通道，增强

枢纽能级。

二是搭建平台。加快铁路集装

箱基地、仓储中心等设施建设，积极

创建国家内陆铁路、航空对外开放口

岸，全力争取设立保税物流中心(B

型)、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

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加快融

入全国全省对外开放总布局，建设西

部内陆开放高地。

三是聚集产业。多元发展现代

物流，布局粮油加工交易项目，发

展"大进大出"产业。争取建设西南

储配煤基地，发展"重进重出"产

业。集聚网络货运企业，打造西南

货运和贸易"结算中心"，发展"远进

远出"产业。

四是深化合作。加快推进万达

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创建，深化新

一轮东西部协作。高规格举办开放

展会，办好秦巴地区商品交易会、国

家物流枢纽合作大会、达商大会等会

展活动，协同举办区域性国际专业品

牌展会，打造区域会展暨国际经济合

作交流中心。加大重点产业项目招

引力度，引进一批龙头企业、头部企

业、行业领军企业，在开放合作中加

快转型升级发展。

□ 熊 琦 邓 楠

产业同链互补、科技共建同

兴、民生跨城通办……伴随着以武

汉为圆心，覆盖周边黄石、鄂州、黄

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

8 个城市的城市圈同城化发展初

见成效，武汉城市圈为长江中游城

市群一体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助

推湖北建设成为中部地区崛起重

要战略支点。

机制同建
谱写经济发展“同心曲”

9 个城市，面积不到湖北省的

1/3，却集中了全省一半以上的人

口，六成以上的GDP总量，如何握

指成拳、释放合力？机制建立是

前提。

今年5月，武汉城市圈同城化发

展联席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制定同

城化发展实施意见、年度工作要点；

筹建同城化发展办公室，采取集中办

公、实体运行方式推进工作，建立“统

分结合、轮值协商、两级运作、上下联

动”协调机制……在抱团发展共识

下，一系列城市圈协作发展机制相继

建立。

黄石、鄂州、黄冈鄂东三市，依托

武汉这个“龙头”，主动融入、深度融

合；咸宁、孝感作为武汉城市圈南北

两大门户，加快对接武汉，打造武汉

的“新外延”和“后花园”；仙桃、天门、

潜江坚定县域标杆的发展目标，以小

板块实现大发展。

“同城化是真正利益共同体。”湖

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武汉

大学教授李光认为，有了九城“下好

一盘棋、画好同心圆、唱好大合唱”的

共识，一定能同心携手提升综合实力

和发展区位优势。

产业同链
激发产业升级新动能

12月17日，在鄂州市葛店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湖北三安光电有限公

司，生产线一派繁忙景象。我国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的

Mini/Micro LED显示芯片不断下

线，随后被运往不远处的湖北芯映光

电有限公司完成封装，最终供给武汉

东湖高新区的华星光电、天马微电子

等显示面板龙头厂商。

“大批上下游配套企业的集聚，

使企业在物流、产品供应、研发等环

节能快速响应，提高了生产效率。”湖

北芯映光电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建华

说，在光芯屏产业链上，芯映光电“承

上启下”，补齐了“芯”与“屏”中间的

封装环节。项目达产后，预计可实现

年营业额90亿元。

这是鄂州以光电产业为切入点，

主动补链，精准对接武汉“光芯屏端

网”万亿级产业集群，形成“芯”到

“屏”产业链闭环的一个缩影。

不仅仅是鄂州。在潜江，依托行

业龙头武汉长飞光纤，一批新材料新

化工企业快速聚集；在仙桃，通过主

动对接武汉三大开发区的产业配套

需求，一系列智能制造、新能源、机械

及汽车零部件企业相继落户；在天

门，围绕承接武汉大健康产业，计划

引进培育规模以上生物企业51家，

年产值有望达到200亿元……

2021年前三季度，武汉城市圈

地区生产总值超过2.1万亿元，同比

增长18.9%。

从“单打独斗”到“区域抱团”，随

着武汉科技创新成果和部分优势产

业在城市圈内有序转移，城市圈“光

芯屏端网”、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群正在加速形成。

民生同保
织就圈内居民“幸福网”

保持“一条心”，才能聚起“一股

劲”。要增加城市圈居民认同感，打

破公共服务资源隔阂，实行民生同保

是重要途径。

“平时工作比较忙，没时间特意

跑一趟武汉，异地办理给我们带来了

很大便利。”在黄冈市政务服务中心，

正在自助终端领取不动产登记证的

黄冈市民聂女士深有感触。前段时

间，聂女士刚在武汉购买了一套商品

房，不用专程跑一趟武汉，在黄冈就

能领到不动产登记证。

“通过机制体制的完善与数据平

台共享，实现了数据多跑路、市民少

跑腿。”黄冈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

理局副局长章勇介绍，黄冈与武汉的

“跨城通办”民生清单已经有120项，

目前还在不断增加中。

此外，医疗服务“跨城共享”，异

地就医住院直接结算25.92万人次；

旅游景点“跨城通赏”，启动武汉城市

圈旅游年卡，上线景区62家；住房消

费“互认互贷”，公积金异地个人贷款

达1949笔、逾6.4亿元……随着武汉

城市圈“软联通”的步伐加快，“圈内”

居民获得感越来越强。

“作为三大长江中游城市群之

一，武汉城市圈是实施促进中部地

区崛起战略、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

的重点区域。”在湖北省人民政府

咨询委员会委员、长江经济带高质

量发展智库联盟秘书长秦尊文看

来，武汉城市圈承东启西，连南接

北，其壮大势必带动整个中部地区

的高质量发展。

聚 力 而 兴 相 向 而 行
武汉城市圈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其壮大势必带动整个中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

加快城市区位重构 通道重造 产业重整
——中共四川省达州市委副书记熊隆东谈达州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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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局起步一年来，山东省德州市陵城

区神头镇牢记习总书记“必须抓好基层治

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嘱托，对接群

众需求，强化治理效能，不断提高基层社

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管区下沉到村居
服务群众“零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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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微更新”，居民参与不可少。在

民政部门指导下，上海市徐汇区康健街道

最近率先推出了参与式规划指导手册，居

民参与社区规划有了属于自己的“路径”。

上海城市“微更新”

北京：体验无人驾驶地铁
近日，北京地铁燕房线完成现有列车间壁门拆除工作，取消列车驾驶室，真正实现无人驾驶。原驾驶位成

为“景观窗口”，吸引不少乘客前来体验。北京地铁燕房线于2017年12月30日开通，2019年12月实现最高等级

全自动运行，列车全过程无须人工操作。图为市民乘坐北京地铁燕房线无人驾驶地铁列车。

新华社记者 李 欣 摄

□ 陈 灏

尽管寒风凛冽，但在山东聊城东

昌府区柳园路与财干路交叉口东北

角的三角地，两个乒乓球台仍被前来

打球的人们围得结结实实。

这处利用路口转角建设的“口袋

公园”占地四五亩，面积不大却“五脏

俱全”，地面铺设了塑胶步道，空地上

除了乒乓球台还有羽毛球场以及扭

腰器、单双杠等健身设施；木质长廊

安装了彩色顶棚和长凳，既能挡雨还

能供人歇息；松树等乔木形成的背景

林将公园与背后的居民小区、学校隔

离开来。

“这个路口的四个角，我们都将

改造成集休闲和健身功能于一体的

‘口袋公园’，让周边的群众出门就有

活动场所。”东昌府区体育事业发展

中心主任战书理介绍，路口东南角已

建设了健身广场，可供老年人打太极

拳、跳广场舞；西北角铺设了健身步

道、安装了健身器材；西南角的建设

尚未完工，健身器材正在安装中。

这种闹中取静建设的“口袋公

园”，在聊城市主城区所在的东昌府

区目前已经有24处，面积最小的占

地不到一亩，最大的超过15亩。

战书理介绍，当地利用道路节

点、市区街角空地、零星地块，见缝插

针将城市中的一些小角落打造成休

闲与健身深度融合的去处。在设计

绿植、主题景观的同时，“口袋公园”

还根据自身条件增设健康步道、篮球

场、儿童足球场、乒乓球场、羽毛球场

等区域，有条件的口袋公园安装了

WiFi、路灯、广播、监控等设施并安

装各种健身器材。

小、散、碎地块“变废为宝”，既扮

靓了城市，也方便了群众，赢得居民

的“点赞”。在“口袋公园”锻炼的东

昌府区街道振兴社区居民支金营说，

以前大家打球都得去专门的场馆，现

在出家门不到10分钟就有“口袋公

园”，场地免费还离家近，孩子们经常

玩到天黑还不肯回家。

“口袋公园”扮靓城市
山东聊城将小、散、碎地块“变废为宝”，

方便了群众，赢得居民“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