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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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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巡礼篇

一座城市的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党的十八大以来，市城市管理委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
下，以强烈的政治担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和“城市
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的指示要求，树立“大物业”理念，
坚持“环境也是生产力”，全方位提升市容环卫、园林绿化、公
用事业管理水平，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精心营造优
美、整洁、有序、和谐、宜居的城市环境，“绣”出美丽天津的品
质品牌，也“绣”出民生保障的温情暖意，更好地服务市民、服
务市场主体、服务天津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

园林绿化事业高质量发展 美丽天津更加生态宜居

2022年5月，《天津市“植物园链”建设方案（征求意见稿）》
启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工作。征求意见稿中谋划的由“一环
十一园”形成的“植物园链”，让很多人兴奋不已。这条围绕中
心城区、辐射环城四区的“植物园链”，将呈现更多绿意、焕发
勃勃生机。天津把绿色作为宜居城市建设的底色，十年来，全
市新建提升公园130座，水西公园、梅江公园二期等一批大型
城市综合公园相继落成开放，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38.3％，
人均公园面积9.74平方米，全市162个公园，除动物园外全部
免费开放，让群众充分享受绿色发展成果。

随着城市建设发展，绿地建设资源日趋紧张，市城市管理
委将“提升改造社区园林绿化，努力探索口袋公园建设”纳入
天津市城市管理精细化的“十四五”规划，按照“300米见绿，
500米见园”的目标要求，把边角地、闲置地盘活利用起来，丰
富绿植、增加铺装、配备增设座椅和健身器材。2021年以来，
精耕细作的78个口袋公园相继建成开放。体北公交站口袋公
园经过改造不仅提高了景观效果，方便群众游憩，也为候车市
民美化了候车环境。和平区的漫樱园改造中为周边小学预留
了户外劳动教育基地，孩子们在劳动实践中亲身参与城市绿
化建设。每年创建的精品花坛、优美公园、精品绿化养护路打
版示范；23个绿色低碳花园示范社区、40个绿色低碳主题花坛
点缀津沽大地，60 余次公园大型赠花和园林科普技术咨询活
动，160余万盆/株多肉植物、常春藤、应季花卉扎根50余万市
民家庭，“碳达峰碳中和”、绿色低碳生活理念也像种子一样，
润物无声地跃动着绿色脉搏。

市容环卫精细化管理 靓丽津城更加干净整洁

绿莹莹的底色之上，城市之美还蕴藏在华韵欧风的建筑
里，流淌在海河两岸的光华中……秉承“金色海河、流光岁月”
的主题，海河两岸25公里的夜色流波已成为天津旅游的新名
片，63公里城市道路精品夜景灯光网络，天塔、奥体中心、茂
业大厦等多楼体联动“灯光秀”，美丽“夜津城”不断焕发出现
代化大都市的繁荣与活力。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天津吗？在第一缕阳光升起之前，环
卫工人们已挥起笤帚默默耕耘，城市之美，离不开2.6万环卫
工人、2900辆机扫车的辛勤付出。2017年以来，天津对道路洁
净程度实施“以克论净”考核，道路尘土采集检测车在一条道
路上平均选6至8个点位，经过采集集尘和精密称量计算，“干
净”有了量化标准。每平方米路面积尘量小于10克为达标，小
于5克为满分，全市“以克论净”考核达标率由2017年初的
41%稳步提升至当前86%以上，机械化作业率达到92.9%。按
照主干道路及重点地区 18 小时、次干道路及支路 14 小时、
里巷小路 12 小时清扫保洁的作业标准，可见垃圾在路面上
的滞留时间一般不会超过 15 分钟。

2020年12月31日，运行了近20年的天津市双口垃圾卫生
填埋场、大韩庄垃圾卫生填埋场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标志着天
津实现了原生垃圾“零填埋”。天津坚持把垃圾分类作为垃圾
资源化、减量化的有效手段，把垃圾处理的无害化作为垃圾处
理的底线，全力加大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力度，2021年以来西青
光大、北辰光大、东丽中节能等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相继投
用，13座生活垃圾处理厂全线运行，处理能力由 2017 年的
10600吨/日，增长至2021年 17450吨/日，增长了65%，无害化
处理率达到100%。
“这位大爷，您拿的是什么垃圾？如果是厨余垃圾就投

到绿色的这边，如果是其他垃圾就投到黑色的这边。”在河北
区金庭里小区，望海楼社区巡逻队队长、75岁的李桂香大娘
正耐心地向居民们做着宣传，并指导他们分类投放垃圾。晨
夕行动、商超行动、夏日行动、学校行动……这样的全市大规
模垃圾分类志愿行动已经开展四期，2073支生活垃圾分类志
愿服务队、近3万名志愿者在社区巡桶、督导、进行垃圾分类
知识和普法宣传，城管系统1357名党员干部也进社区报到、
入小区轮值，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的环保理念已经成为很多市
民的共识。

自开展垃圾分类工作以来，天津坚持“一分到底”，不断健
全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全链
条管理体系，全市建成垃圾分类示范街镇30个，示范小区1100
余个，3931所大中小幼学校将垃圾分类纳入教学体系，5217家
各级公共机构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2021年天津生活垃圾首
次呈现“三增一减”态势：厨余垃圾分出量同比增幅62.3%，有
害垃圾日收集量增长3倍，回收利用率增长至38.4%，其他垃圾
减量明显，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8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出26.2个百分点，在2022年一季度国家住建部46个重点城市
考核评比中，天津在超特大城市中位列第5名。

弹性供热情牵群众冷暖 民生服务更加展现温度

翻阅天津市近30年来的气温纪录，10月底、11月初时常
因气温骤降“一秒入冬”，而3月下旬刚刚回暖又时常遭遇“倒
春寒”，面对市民群众的供暖需求，从2016-2017采暖期开始，

在组织气候会商、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连续6年提
前供热、延迟停热，每年比法定时间多供热30天，
且不加收供热费。2016年至今，除滨海新区自行
承担财政补贴外，天津因延长供热累计投入财政补
贴资金达37亿元，这一惠民举措让群众真切感受到
党和政府的温暖。

提前供热让居民温暖起来，但管网末端的个别片
区、个别市民家中还是未能达到供热标准。2021年以
来，供热部门坚持“冬病夏治”，对户内设施老化、管网
堵塞等故障，在采暖期结束后，采取增加、更换散热器，
调整、更换户内管道，更换阀门或清洗过滤网，冲洗户内
供热设施等措施予以精准解决。2021年完成了5085户
既定目标，又超额完成7405户，2022年5000户改造任务
也已全部完成。针对供热旧管网老化问题，供热旧管网
改造连续两年纳入天津20项民心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市共改造供热旧管网1497.56公里，惠及群众42万余
户，极大改善了老旧小区的供暖质量。
“一老一小”始终是我市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供热

部门积极组织对接全市177家集中供热的养老服务机构，
建立应急处置联系机制，主动提供技术支持，将在册养老
服务机构列入“访民问暖”重点对象，定期进行走访。位于
红桥区的天津市失智老人康复照料中心、福乐园养老院2家
养老机构都表示冬季供热效果非常好，室温始终保持在
23℃以上，339位老人在舒适、温暖的室内环境中安稳度过寒
冬。天津南开医院心脏科主任张虹说：“天津市延长供热，与
去年同期相比，这半月来科室门诊就诊的中老年患者减少了
一成多。一些老病号还没有来‘报到’呢。”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执法不仅有力量，
更是有温度的。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支持民营
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加强全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城市管
理领域坚持执法与服务并重，积极探索包容审慎监管，于2021
年制定出台《天津市城市管理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罚清单》，
对快递公司、汽车修配服务点等占路经营、未经许可的餐饮企
业外檐装修占路、生活垃圾分类等执法领域，符合首次被发
现，违法情节轻微、责令限改后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的,下达《“首违免罚”履行法定义务提示函》，免予行政处罚，
通过包容监管，教育引导市场主体真正意识到“免罚不免责”、
自觉守法、诚信经营。

于细微处见真情 城市生活更加便捷安全

夜的繁华璀璨，不仅有夜景灯光线的迷醉，也有回家小路
的温暖。2019年实施路灯“1001工程”以来，941个居住小区、
302条道路共计 34051基路路灯完成改造升级，更换的LED
灯，不仅改善照明效果，保障市民夜间安全出行，还节能降耗，
每年节省用电20%以上，道路亮灯率达到99.6%。

小康不小康，厕所是一桩，2018年实施“厕所革命”以来，全
市已新建公厕416座，提升改造公厕624座，同时加大无障碍设
施、第三卫生间和母婴室等人性化设施配建，二类和二类以上
环卫公厕全部配备了手纸和洗手液，110余座公厕试点安装了
人脸识别取纸装置、40余座公厕试点提供免费wifi，公厕云平
台动态更新公厕2650座，通过“天津公厕”微信小程序或津心
办“找公厕”功能，动动手指就能快速找到附近的公厕。

市民有需求，城管有回应，除了路灯和公厕，大力推进
停车设施建设也第一次被写入“20项民心工程”中。2022
年重点围绕老旧小区、菜市场、交通枢纽换乘站点等停车
需求强烈的区域，推动各区建设停车场27处，预计新增停
车泊位5000个，有望突破8000个。为方便群众出行停车，
还会同市公安交管局在国家法定节假日推出便民停车举
措，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管理工作时
刻把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心上。管好小井
盖，服务大民生，开展窨井盖安全隐患整治工作，实施
《天津市城市道路管线井管理办法》，“一盖一编号、一井
一档案”，每日巡查维护，防止道路安全事故。制定道
桥设施防汛保障处置预案，对市管64座地、隧道和下沉
路分别组建7个防汛小队、64个防汛小组负责现场值
守，对6座城市隧道加挂15部防汛逃生梯，打造生命
保障通道。开展燃气安全集中排查整治工作，市城
市管理委约120名干部利用一周时间下沉各区，与
区城市管理委干部混编分组，包联老旧小区集中的
街道，协同街道社区、公安民警、燃气企业共同开
展“敲门行动”，入户讲解安全用气常识发放安全
用气明白纸，帮助居民排查燃气安全隐患并及时
报修。2022年截至9月底，对燃气领域各类违法
行为共立案处罚481件，罚款1111.34万元，坚决
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市第十二次党代会鲜明阐释了新时代天
津建设的总方略、总引领，锚定建设“高质量
发展的大都市、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大都市、
高效能治理的大都市、高品质生活的大都
市”奋斗目标，城市管理工作要坚定自觉地
以党的二十大擘画的宏伟蓝图、确定的大
政方针、作出的战略部署、提出的任务举
措为行动指南，紧密围绕“十四五”规
划，秉承“大物业”“好保姆”理念，立足
高质量发展，将全力打造生态之城、
靓丽之城、整洁之城、温暖之城、便
捷之城的任务目标贯彻落实到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
全过程、各方面。

城市管理“绣”出品质品牌和民生温度
着力打造生态之城

公园绿地面积（公顷）

6846

2012 2021

11353

增长率65.83%

162

2012 2021

84

公园数量（个）

增长率92.86%

2012 2021

22319

增长率95.76%

43693

建成区园林绿地面积（公顷）

2012 2021

34.9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提升3.9个百分点

38.3

2012 2021

30.9

建成区绿地率（%）

提升4.4个百分点

35.3

2016到2022年，新建提升绿地面积累计达到10207.66万平方米。

口袋公园2021年新建28座、2022年新建50座，累计78座。

着力打造整洁靓丽之城

着力打造温暖之城

连续6年提前供热、延迟停热，累计投入财政补贴资金达37亿元。

十年来改造供热旧管网1497.56公里“冬病夏治”解决1.7万户居民供热问题。

着力打造便捷之城

夜景灯光：2012年以来，累计建设维护夜景灯光点位1233栋（处），共计约115万盏

灯，形成以10公里海河夜景为轴线，63公里道路夜景为网络的中心城区景观照明体系。

以克论净：2021年检测道路6926条，达标率从2017年初41%提升到目前86%以

上，机械化作业率达92.9%。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原生生活垃圾填埋场全部关停，实现“零填埋”，13座生活垃圾处理

设施稳定运转，处理能力从2017年10600吨/日，增长至2021年17450吨/日，增长
65%，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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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灯1001工程：改造升级941个小区18969基高耗能路灯、302条道路10582基

高压钠灯，建设智慧路灯543基，更换箱站633座，每年节省用电20%以上，道路亮灯率达
99.6%。

停车：2022年建设停车场27处，预计新增停车泊位5000个，有望突破8000个。

道桥防汛：6座城市隧道加挂15部防汛逃生梯。

燃气安全：开展敲门行动，燃气领域违法行为立案处罚481件，罚款1111.34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