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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科一只手扶着车头，另一只手将车座使劲向上一提，娴熟地将一辆斜放在盲道上的共享单车推到了人行道边，与其他车子排成一排，“共享单车
很方便，但有些人将车乱停乱放，不仅影响行人通行，还可能造成安全隐患”。

这是4月21日下午发生在武侯祠前面人行道上的一幕，也是刘科和他的同事们的日常写照。刘科是武侯区浆洗街道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他的职
业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城管”——一个为了城市市容环境更干净、更有序的职业。

刘科从2004年开始当“城管”，劝流动商贩、查沿街晾挂、挪共享单车……在一项项看似细小又繁琐的工作中，他与同事们一起维护着成都市容环
境的整洁和有序、和谐宜居。

刘科自己也从队员一路做到副大队长、大队长。近年来，随着新技术的引进和城市治理模式的创新，作为一线执法人员的刘科，也越来越能切身感
受到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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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宣传单
的启示
城市管理
重在细节

采访刘科的过
程中，记者了解到
一件事：浆洗街道
辖区内居住着很多
少数民族同胞。在
日常的市容环境治
理中，刘科和同事
们也需要向他们宣
传与成都市容环境
相关的法律法规，
但是语言成了沟通
的障碍。后来刘科
他们找到西南民族
大学的教授，将相
关的法规条例翻译
成少数民族语言宣
传单，起到了很好
的效果。

刘科说，这个
看似简单的创新在
日常工作中减少了
很多因为沟通不畅
产生的矛盾，“我们
的目的是为了让大
家有一个更舒适安
逸的生活环境，如
果因为沟通产生了
矛盾，那不是适得
其反了么？”

这只是成都城
市治理中的一个小
细节，但正是这样
一个个小的细节，
共同构成了城市的
治理体系。

一个现代化城
市，需要大到国际
机场、高端商场来
提高城市化水平，
也需要小到窨井盖
是否完好、路边垃
圾是否能及时清除
来提高城市的精细
化治理程度。

城市管理，重
在细节。每天，成都
都有很多人像刘科
一样在成都的大街
小巷，通过一件件
细小琐碎的工作，
维护着成都的和谐
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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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归位 车头摆正
武侯区浆洗街道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刘科：

这样的“小事”
每天要做100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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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西路166号违规张贴悬挂广
告牌匾”“通祠路39号暴露生活垃圾”

“一环路西一段9~10号果蔬店店外经
营”……浆洗街道办事处联动指挥中心
的大屏幕上，不时跳出这样的“案件核
查”提示。

刘科介绍说，这是市容环境监督员
们在辖区发现的市容环境问题，并通过
相关的APP软件提交到指挥中心。

随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的操作，大
屏幕上出现了浆洗街道办事处辖区地
图，上面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圆点。“这是
一个个天眼”，刘科说，经过授权，他们
可以调取这些“天眼”的监控画面，“可
以很快确定位置，并观看实时画面，如
果确实存在，就会通过对讲机呼叫附近
的综合执法队员去处理”。

怎么确定哪个执法队员离出现问
题的位置近呢？“这一个个流动的小点
就是我们的队员”，刘科指了指大屏幕
上的地图让记者仔细观看。成都商报记
者这才发现，地图上分布着10多个小圆
点，并不时移动着，在圆点的旁边还有
姓名。刘科解释说，执法队员的身上都
带有GPS定位设备，指挥中心会很容易
找到。

在刘科介绍情况时，大屏幕上陆续
出现了7条“案件核查”提示，基本都是关
于沿街晾晒和路面垃圾的，不到10分钟，
这些提示又陆陆续续不见了，刘科说那
是因为问题解决了，“我们的要求是10分
钟内解决，否则就会发出预警，如果超出
综合执法范围，就要向上提交”。

“这套系统是前年启用的综合管理
系统，市容环境治理只是其中的一部
分”，刘科说，这大大提高了综合执法的
工作效率，“通过天眼，占道摆摊等情况
都一目了然。以前，我们发现问题的方式
主要是不停在街上巡逻，发现问题具有
一定随机性。另一个问题是，处理完的事
情在执法人员走后会不会恢复原样，这
些通过天眼都可以直观看到”。

在刘科看来，城市治理的现
代化还体现在政府购买服务外
包上。

“我刚刚做城管的时候，浆洗
街道店铺没这么多，也还没有锦
里，人流量也没这么大，我们那时
候是个中队，加上协管员一共七个
人”，他说，随着成都发展越来越
快，浆洗街道辖区的店铺越来越
多，市容环境问题也变得多样化，
执法中队就慢慢变成了执法大队，

“加上协管员有50多人，但有时候
依然会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去年7月，浆洗街道办与一
家保安服务公司签署合同，以市
场化物业管理服务模式将武侯
祠横街、武侯祠东街和洗面桥横
街片区城市综合管理委托保安
公司进行管理。

“我们开始也有顾虑”，刘科
说，市容环境整治涉及很多人的
利益，所以对从事工作的人员综
合素质要求比较高，人们会不会
接受保安来进行协调管理？“我
们经过反复研究之后认为，可以
尝试在执法人员的带领下去做
相应工作。在合同中，我们也详
细写明了保安公司的执勤内容，
主要有8条，包括发现违法建设
即时上报等、市政实施的巡查报
告等，划定了边界，现在效果还
不错。

“即便是服务外包了，综合
执 法 大 队 也 不 能 当‘ 甩 手 掌
柜’”，刘科说，综合执法大队会
定期对保安人员进行培训，“和
执法队员的培训是一样的，要求
也是一样的，还要进行考试。保
安公司人员流动性通常也比较
大，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在市容
环境管理过程中尽量不要产生
矛盾”。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文明
程度的提高，市容环境治理的
内容也在发生着变化。

“5年前主要是流动摊贩
多”，刘科介绍，特别是在成都
大庙会期间，每天都要劝10多
起，东边劝完了劝西边，“有些
你前脚刚走，他就又回来了”。

这种天天劝年年劝，对
于成都市容环境的干净有序
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文明
执法是一直强调的，劝得多
了，很多人也能理解，后来我
们采取了在路口劝的方式。
浆洗街道辖区的各个路口都
有值班岗，现在武侯祠和锦
里片区基本上一个流动摊贩
也没有”。

“沿街店铺多了后的问题
就是门前占道摆摊，影响行人
通行，我们也是一家一家劝，
宣传法律法规，时间长了，大
家也就能够相互理解了”。

从去年开始，共享单车
以其随走随停的方便性在全
国兴起，在成都几乎也随处
可见。这也给刘科和同事们
带来了一项新的工作内容
——挪车。

“特别是在锦里和武侯祠
片区，人流量特别大，很多人
骑车过来。尽管大部分人都会
将单车排成相对整齐的一排，
但还是有些人图方便就随便
停在人行道中间了，让行人很
不方便，特别是停在盲道上，
还会引起安全隐患”。刘科介
绍，每天该片区约有3000辆共
享单车，他和同事很多时候挪
车要超过100辆。他说，在成都
和谐宜居的发展之路上，还需
要大家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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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与关注

今年，成都市城管委将健全环境卫
生、市容秩序、广告招牌等标准体系。在精
细化管理上，坚持实施中心城区环卫作业
3级26类24小时清扫保洁制度，深入开展
清洁城市环境行动，深化城市道路冲洗除
尘“本色行动”。在严格管控市容秩序方
面，将加强共享单车的管理与服务，源头
治理各类小卡片，严格查处违法露天占道
烧烤，加大越门经营治理力度。加强户外
广告招牌审批管理，完善户外广告招牌
市、区、街三级监管机制。

同时，今年市城管委还将继续实施
“互联网+城市管理”战略，优化升级智慧
城管综合应用系统。加快推进数字城管市
级平台系统“迁云”建设，启动市、区（市）
县数字城管系统软件统一和集中部署工
作，深化街道综合指挥系统平台应用。加
快智慧环卫、智慧照明、智慧道桥、智慧执
法等智能监管平台建设。同时，推进地下
综合管廊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加快执法总
队天网平台功能升级。此外，今年将构建
统一的城市综合管理数据共享标准体系，
推进城市综合管理大数据资源管理研究
中心建设。

4月21日，成都，浆洗街道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刘科和队员正在摆放乱停放的共享单车

建设和谐宜居生活城市

刘科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摄影记者 王效

今年城管
将加强共享单车的
管理与服务

一个现代化城市，需要大到国际机
场、高端商场来提高城市化水平，也需要
小到窨井盖是否完好、路边垃圾是否能及
时清除来提高城市的精细化治理程度。

城市管理，重在细节。每天，都有很多
人在成都的大街小巷，通过一件件细小琐
碎的工作，维护着城市的和谐宜居。

城市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市容
环境治理的内容也在发生着变化。

城市治理新模式和新技术，让一线执
法人员越来越能切身感受到城市治理现
代化的深刻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