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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学良 呼和浩特日报记者 刘军 冯燕平 李海珍

美丽青城，倚阴山之巍峨，聆黄
河之澎湃，历史与现实共存，文明与
康乐相伴。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大力推动为
人民管理城市的新理念，以实施城市
更新行动为契机，以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为抓手，由细节到整体，通过“绣
花”式的精细化管理，绣出“整洁、舒
适、安全、美丽”的城市新形象。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坚持“人民城市
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坚定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实施“山
川河海”修复行动，优化提升“三环两带、
五区六脉”存量基础和“八横八纵”道路景
观，大力推进绿道、口袋公园、环城生态休
闲区建设，打造“多芯、绿网、百园、千景”
的生态园林景观。截至目前，全市拥有各
类公园、游园 322 个，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8.72 平方米，基本实现了百姓“推窗见
绿、出门进园”。

呼和浩特市注重从关键细节和细微
之处见真章，把绿色作为城市底色，“拆违
复绿”“拆墙透绿”“见缝插绿”，按照“300
米见绿、500 米入园”目标，大力建设绿道、
公园和新型社区。

正在建设中的小草公园位于草原丝
绸之路文化公园的南端，与草原丝绸之路
文化公园一同构建起首府中心城区最大
的绿色生态景观廊道，成为了首府核心区
域集生态恢复、文化传承、娱乐游憩为一
体的综合型文化主题公园。

小草公园作为首府中心城区最大的
生态智慧园林城市公园，总占地面积约 17
万平方米，于今年 6 月开工建设，目前已建
设完成 3.4 万平方米休闲绿地。“公园设计
以生态环保、智慧科技为理念，并融入了
海绵城市和无废城市的设计元素。设计
过程中我们坚持生命共同体理念，用乡土
植物修复生态，展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对
话，再现美丽青城、草原都市风貌。”赛罕
区代区长李玉蛟介绍说，小草公园以草之
美模拟自然生态场景，诠释了“草原都市”
理念，让人们在城市中就能走进自然、了
解自然、亲近自然。“小草公园选用了十几
种能越冬的多年生乡土草本植物，比如碱
茅、芨芨草、披肩草等，这些草本品种来自
于大草原，真实还原了草原的自然风貌。”

在小草公园，草坪是可以踩的，公园
根据不同年龄段人群使用需求，规划了多
个功能区域，包括儿童活动区域、沙滩排
球场、篮球场、网球场、足球场等。U 型共
享空间，为市民提供了休息的户外集散场
所。AI 互动大屏，内置多种运动教程，如
太极、舞蹈、武术等等，可以通过用户需求
自行选择互动方式现场教学。智慧健身
步道系统会记录个人运动信息，比如运动
距离、时长、消耗卡路里等，并进行反馈。

无废城市的生态理念是小草公园的
另一个重要设计思路，公园建设坚持不
用钢筋水泥，取材均来自生态自然，将园
区内产生的生态代谢物进行分类和回收
再 加 工 ，最 终 运 用 到 场 地 中 变 废 为 宝 。
园区内的枯枝落叶，通过堆肥处理产生
有 机 肥 料 ，反 哺 场 地 ；原 有 场 地 内 的 废

弃 石 料 ，通 过 加 工 粉 碎 压 制 后 ，制 作 成
了再生路面；用木屑铺设路面和场地种
植区域，有效抑制杂草生长，保持土壤水
分等；公园内 80%的照明采用了太阳能
设备。

环城水系的东南段是首府“三环两
带”的重要一环，也是城市蓝绿空间的重
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呼和浩特市对市域
内大黑河城区段、小黑河、扎达盖河、哈拉
更河等河段进行综合治理，治理总长度
68.6 公里，治理水域 746 万平方米，共计投
资约 190 亿元，城区 7 段黑臭水体全部消
除，实现长治久清目标。同时，按照“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利用河道整治腾退
土地，新增绿地近 2 万亩，小黑河东段、东
河等是首府人民群众避暑休闲的好去处，
特别是今年新建的军事主题公园、花海已
成为网红打卡地。

为了能够让市民在青山绿水中实现
绿色出行，呼和浩特市开展了青城绿道建
设，今年建设的青城绿道主要分为 6 个类
型，分别是大青山前坡浅山型、大黑河郊
野型、小黑河滨水型、快速路环线型以及
服务百姓的社区型和公园型。今年全市
计划建成绿道 220 公里，3 年内建设完成
1000 公里。

今年，全市建设口袋公园 186 个，总
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的雅趣园是其中一个
典型。雅趣园向南串接二环沿线绿道，疏
林草地为底、组团花境为妆点，整体呈现
自然素雅、质朴野趣。走进雅趣园，最大
的感受是精心、精致、精细。

据了解，从今年开始，呼和浩特市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一见青芯”口袋公园建
设行动，今年建成 186 个，3 年建成 500
个，力争在 5 年内完成 800 个，届时，加上
目前全市已建成的 322 个综合公园、游
园，将实现“十四五”期末将首府打造成

“千园之城”的目标。

玉泉区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呼和浩
特市的发祥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历
史遗存众多。呼和浩特市通过打造大召
步行街、塞上老街等景观街和文化街区，
努力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让美景赏
心悦目，目不暇接，夜景流光溢彩、绚烂
夺目。

在加强文物保护和历史文化的挖掘
弘扬方面，呼和浩特市整合资源、连片开
发，先后投入 20 亿元，对 30 万平方米的
塞上老街区块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更新
改造，保护修缮了大召、席力图召等国家
级文物保护单位，以精品历史文化街区

建设为抓手，修缮了塞上老街，新建通顺
大巷、大召前街、圪料街，打造了明清风
格的大南街大北街。重建后的塞上老街
区块，拓展了发展空间，完善了基础功
能，提升了整体形象，不仅恢复了古朴的
明清景观风貌，更是再现了历史文化街
区的繁荣盛景。

如今，漫步在修葺一新的大召广场、
席力图召广场，召、寺、塔、楼尽收眼底，
廊、柱、匾、碑琳琅满目。随着“塞上老街
音乐美食季”等系列活动的成功举办，塞
上老街区块终日游人如织，热闹非凡，更
加拓展了“美丽青城 福地玉泉”的品牌

影响力，历史文化核心区这块金字招牌
越擦越亮，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显著增强。

记者近日在塞上老街看到，街道两
旁分布着店铺、手工业作坊和杂货摊等，
经营着料器、银器、铜器、制鞍等手工业
生意，制作的每件产品都会留下字号名称
或制作者的名字，体现着塞上老街匠人们
的工匠精神和文化。街道内留存至今的
老店有鸿兴号、三和元和瑞昌号。三和元
原名义顺斋，开创于清同治年间，原为烧
卖店，是目前呼和浩特市唯一一家未移地
址仍在营业的百年餐饮业老字号。

今年，呼和浩特市在全区率先上线
城市大脑，正式发布“爱青城”APP，多个
便民服务事项实现掌上办、指尖办，智慧
停车、智慧文旅、智慧综治、智慧城管、智
能应急等一大批最实用、最迫切的功能
得到有效应用，基本实现城市运行“一网
统管”。

“通过开展‘数据大会战’，我们强力
打通数据壁垒，实现了数据通、系统通、
部门通，各部门汇聚在云上的数据，紧紧
围绕简政、惠企、便民三大环节，跨层级、
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服务于

‘一网统管’和‘一网通办’。”呼和浩特市
接诉即办指挥调度中心主任韩权芬说，
数字青城，物联、数联、智联三位一体，围
绕常态、应急、专项三种状态，平战结合，
平时，问题快速处置，战时，人员一键调
度，资源一键调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智慧青城建
设，把人口、网格、事件、部件等城市管理

要素撒点上图，目前已经实现了 20 大类
117 小类图层叠加，依托 3000 多个感知
设备和分布在全市的 12 万路监控探头，
全时监测，实现城市运行中的问题即知
即办。“例如，全市共有 21.3 万个井盖，以
前井盖发生位移，好多都因权属不清，发
现不及时，时有事故发生。现在我们在
井盖上陆续安装了感知设备，权属、位
置、责任人等信息编码上图，井盖被打开
或者翻动，系统立刻报警推送，工作人员
及时处置、消除隐患。”韩权芬说，同步建
设的智能感知还有智慧路灯、智慧交通、
智慧公交、道桥安全、气象服务等，用智
能感知赋能城市治理，在无感的管理中，
让市民享受有感的服务。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终极目标是服务
群众，为了把群众的家长里短、大小琐碎
都办好办实，呼和浩特市 12345 便民平
台于 2020 年 5 月筹建，10 月试运行，今
年 1 月正式运行，7 月与城市大脑整合，正

式成立呼和浩特市城运中心。平台整合
了 58 条热线，横向联动 83 个委办局和企
业，纵向贯通 10 个旗县开发区和 1391 个
镇街、村居，实现了“上下贯通、左右协
同，全时响应、全域联动”，企业群众诉求
一号受理、一单办结。12345 建立了“月
度点评”“三上门”“四清零”“三率综合考
评”等工作机制，每办结一个工单，都要
让群众来打分，解决得好不好，满意不满
意，全由群众说了算，倒逼工作人员认真
对待每一个诉求，真心对待每一位群众，
全力解决好每一个问题。

今年 4 月，“爱青城”APP 上线发布，
汇聚旅游、不动产、公积金、社保医保等
126 项便民服务，让“一部手机走青城”成
为现实。

经过努力，呼和浩特市成为 2020 年
全国营商便利度提升最快的城市之一，
在全国优化营商环境经验交流现场会上
作了典型发言。

“我们实施的333个老旧小区改造，
全部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原则制定施工
方案，并聘请群众代表当监督员，全程监
督。”呼和浩特市住建局局长张玮在向记
者介绍全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时说。

据了解，按照国务院关于老旧小区
改造的指导意见，呼和浩特市按照高质
量发展要求，把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作为
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全面摸排、
提前谋划、统筹部署，确定“十四五”期
间实施老旧小区提标改造 1682 个，面
积约 2400 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 27 万
户。其中，今年计划改造 333 个小区，
面积约 466 万平方米，居民 5.4 万户，目
前已全部完成。“我们坚持从人民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
按照‘缺啥补啥、应改尽改’的原则，科
学确定改造目标，合理制定改造方案，
综合实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类、
改善居住环境的完善类和提升居住品
质的提升类改造。同时，根据小区实
际，量身打造加装电梯、适老康养、文化
休闲、智能服务等精准改造内容，不断
丰富社区服务供给。”张玮说。

据介绍，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对老
年人较多的团结小区、闻都小区、学府
花园等小区，重点增加电梯、楼梯扶手、
休息座椅、助老餐厅等适老设施；对儿
童比较多的政苑、丽景天下等小区，重
点增加健身器材、娱乐设施、休闲活动
场所等，并在小区周边配建幼儿园；对
基础设施较差的三联化工、科苑佳园等
小区，重点对小区道路、绿化、停车位进
行完善，并增加便利店、便民市场、共享
晾衣架等，真正做到“按需定制”。

团结小区是呼和浩特市建设最早、

规模最大的老旧小区，是新城区老旧小
区改造的一个缩影，通过基础类应改尽
改、完善类能改多改、提升类积极推进
的原则，新城区投资 7666 万元对团结
小区进行了改造，增设了养老、医疗、文
娱等设施，实现了小区功能和配套设施
的换代升级，小区颜值的华美嬗变。

“日间照料室、中医艾灸室等功能
室，满足了社区老人的医疗卫生保健需
求，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照料和
服务。街道为民办事大厅，设有残疾人
服务、房地产遗留问题、社保业务、民政
业务等 20 个办事窗口，可满足居民 25
项办事需求，极大便利了居民的工作和
生活。总之，按照一站式服务、一窗受
理集成服务的工作要求，我们努力实现
让市民‘最多跑一次’，有效提升办事效
率。”新城区区委书记范志忠说。

通过实施改造，呼和浩特市老旧小
区面貌焕然一新，社区服务功能显著提
升，更加满足了首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新期待、新需求，不断实现着城市居
民宜居舒心、高品质生活的美好愿望。

在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的同时，今年
呼和浩特市新建改造道路 63 条，打通
断头路 31 条，改造背街小巷 39 条，每
项工程施工前、施工中及竣工后，全部
提前征求群众意见，提前告知群众完成
时限，科学设置施工围挡，全部落实“六
个百分之百”管理措施，采取夜间施工，
白天让路于民，确保关系百姓的事情办
一件就办成一件、办一件就办好一件。

通过新建、改造道路和高架桥建
设，畅通道路微循环，使首府成为 2020
年全国拥堵指数下降最快、交通改善最
好的城市。

今年呼和浩特市重点开展了“四大
综合整治提升行动”。在城中村、城边
村整治提升行动中，重点实施了东部
前、后不塔气区域，西部回民区、玉泉
区、土左旗“三角地带”两大区块整治，
通过补齐环境卫生、公共服务短板，彻
底解决脏、乱、差问题；在文明交通整治
提升行动中，通过“管车、管人、管路、管
灯”，有效解决城市堵、乱、慢的问题，据
百度地图交通分析报告数据显示，呼和
浩特市今年第一、二季度在全国百城交
通拥堵排名中，分别位于第 55 名和第
50 名，持续保持下降态势；在广告整治
提升行动中，通过对 800 多处楼顶单体
字清理，让城市天际线更加清晰，通过
对 10800 余处路面标语、门头牌匾整
治，特别是对广告内容进行规范，让城
市更加文明；在小区物业整治提升行动
中，通过解决物业管理“有没有”的问题
和服务质量“好不好”的问题，有效改善
群众居住的“软环境”，目前，全市 2800
多个小区实现物业管理全覆盖。

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围绕“地上”
“地下”两大短板，有序完善城市功能、
提升城市承载力。“地上”强化城市运转
体系建设，以便民利民为目的，白塔机
场、火车东站及西站全部实现与地铁、
公交的接驳互通，城市运转更加顺畅；

“地下”强化各类管网互联互通，存在安
全隐患的 24 公里燃气管线全部改造完
成，214 公里供热、污水、供排水等地下
管网实现互联互通，城市动脉更加通
畅。同时，针对当前最突出的“水”“大
气”两大难题，持续开展了城市污水直
排溢流问题整治，班定营污水处理厂三
期提前 2 个月投入使用，彻底解决污水

处理“小马拉大车”问题；持续开展了燃
煤散烧综合治理，重新调整扩大高污染
禁燃区范围，范围内 214 个村庄（社区）
近13万户燃煤散烧治理工程基本完成，
彻底解决呼和浩特市的“心肺之患”。

与此同时，作为全国46个生活垃圾分
类重点城市之一，呼和浩特市高位推进、全
覆盖推进、全链条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在伊泰华府小区记者看到，一位居
民正在进行垃圾分类投放，通过语音提
示，确保了正确投放。

“我们社区积极开展垃圾分类工
作，通过撤桶并点，将原有的 30 组分类
垃圾投放桶减少到 12 组，并开展定时
定点投放。此外，我们还在小区投放了
厨余垃圾收运车一辆，其他垃圾转运车
一辆，可回收物转运车一辆，督导员两
名,小区管理人员一名，从硬件上已经
可以做到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
输。”伊泰华府小区物业一位负责人说。

据了解，目前，呼和浩特市已形成
市、区、街道、社区“四级书记”齐抓共管
垃圾分类的组织体系，市区 32 个办事
处 253 个社区 2849 个住宅小区和所有
公共机构、学校普遍推行了生活垃圾分
类，购置各类垃圾收集转运车辆 3521
台，建成 12 座生活垃圾分拣中心、厨余
垃圾处理场（站）和 2 座焚烧垃圾发电
厂，全市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
置能力切实满足了需求。

放眼今日，青城蓝天白云、碧水净
土，文化绚烂、景色壮美，一幅“美丽青
城、草原都市”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展望明天，首府将以理想的风姿和激荡
的胸怀，继续浇铸内外兼修的高颜值，
谱写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新篇章。

围着需求干
群众说了算

紧盯问题补齐短板
提高城市品质

从小切口入手
实现大格局提升

保留城市记忆
再现繁荣盛景

围绕智慧赋能城市
基本实现“一网统管”

呼和浩特市公

安民警为群众办理户籍业务

。

赛罕区政务服务
中 心 集 中 开 展“ 一 窗
综合受理”工作。

“红心圆”为老
服务党建联合体在
赛罕区前进巷社区
开展了“我为群众
办 实 事 ”主 题 活
动。活动现场，医
务工作者为群众进
行义诊。

人民路街道兴康社区工作人员教
孩子们学习制作手工艺品。

小草公园

。

宽敞

、便捷的道路交通

。

万正尚都小区开展

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让孩

子们从小树立垃圾分类

、

保护环境的意识

。

智慧城市指挥中心。

团结小区康养
中心为老餐厅。

火车东站及西站全部实现
与地铁、公交的接驳互通。

老旧小区玉

泉区荣康小区加装了电梯

。

焕然一新

的团结小区

。

俯瞰美丽青城俯瞰美丽青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