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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现一个城市的个性和特色袁
彰显一个城市的品位和风格袁是一个城
市的靓丽名片袁更是一个城市发展的灵
魂遥 为此袁做好瑞金城市文化建设与发
展工作袁是意义深远袁功在当代尧利及千
秋的大事遥 当务之急应做好的工作是院

一是锁定文化发展坐标袁擦亮瑞金
城市红色主题文化

瑞金是闻名中外的红色故都尧共和
国摇篮尧苏区时期党中央驻地尧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诞生地尧举世
著名的云石山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
征出发地尧全国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
育基地袁 是中国重要的红色旅游城市袁
其红色历史地位崇高而又神圣袁甚至超
过了北京遥 与之相伴生的红色文化底蕴
深厚尧内涵丰富尧品质独特尧个性鲜明袁
在全国首屈一指袁具有独特性尧唯一性尧
排他性和不可复制性遥 为此袁把红色文
化锁定为瑞金城市主题文化是历史和
现实的必然选择遥

我们要重新审视瑞金的城市文化
主题袁持续发力擦亮红色文化遥 在瑞金
城市主题文化定位上袁必须走野1+3+载冶
的路子袁 即是突出红色文化这个主题袁
打好红色故都尧共和国摇篮尧长征出发
地三大品牌袁兼融推出客家民俗文化包
括淘金文化尧维新文化尧山水石文化等曰
要积极推动瑞京渊金冤精神的研究和宣
传袁 打造富有瑞金特色的红色精神高

地遥 在瑞金城市主题文化建设上袁要保
持定力袁坚持不懈袁一以贯之袁不能虎头
蛇尾袁迷茫错位遥 特别是在整个城市发
展中袁要坚持以城市主题文化为野发展
坐标冶尧先导引领袁用城市主题文化来谋
划尧规划尧建设尧管理尧营销城市遥

二是编制文化发展大纲袁出台叶瑞
金市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曳

规划是目标要求袁是行动纲领遥 瑞
金城市建设之所以类同重复袁 品位不
高尧 个性不强袁 就是不重视城市建设
渊筑冤规划尧忽视城市文化规划的结果遥
其实袁一个品位独特尧个性鲜明的城市袁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袁都是非常注重文化
发展规划的袁并且把文化发展规划放在
首位袁作为其他城市规划审批的前置条
件曰城市的各项规划都必须符合城市文
化发展规划的要求袁 否则就不可能通
过遥 为此袁加快城市建设和发展袁提升城
市品位袁就必须编制出台叶瑞金市文化
发展规划曳遥 同时袁编制瑞金城市文化发
展规划袁必须紧扣灵魂核心袁突出红色
文化主题袁决不能位移和偏差曰必须放
眼瑞金全域袁科学定位全市城乡的文化
街区尧片区的空间布局曰必须着眼融合
渗透袁 把文化元素融合到城市建设尧城
市发展之中袁渗透到城市道路尧城市公
共设施尧 城市产业链等各方面之中曰必
须着眼于全方位推进袁从物质尧精神尧制
度层面创新举措袁切实做到以城市文化

发展规划来规范城市发展的框架和方
向袁引领城市朝着特色化尧品牌化轨道
快速发展遥

三是开展城市形象素描袁做好城市
风貌设计

城市风貌是通过自然景观和人造
景观体现出来的城市文化的环境特征袁
是文化发展规划在三维空间的展示和
补充袁是文化在物质空间上的传承与发
展袁 其特质在于体现出城市的文化内
涵遥 如果说城市主题文化是一个城市的
灵魂袁城市文化发展规划是一个城市的
骨架袁那么城市风貌则是一个城市的衣
饰袁三者协调才能彰显城市良好的整体
形象和特有的精尧气尧神遥 正是从这个角
度讲袁 城市风貌设计是城市特色构建尧
城市品位提升的重要保障遥 为此袁打造
特色瑞金尧魅力瑞金袁就要紧扣红色文
化主题主线袁 着力开展城市形象素描袁
做好城市风貌设计工作遥 要做到宏观与
微观相结合袁既要根据城市文化发展规
划的整体空间布局做好城市总体风貌
的设计袁更要根据城市文化发展规划的
街区尧 片区功能定位做好每个街区尧片
区尧社区风貌及相应的建筑风貌尧道路
风貌尧河域风貌尧景观风貌等风貌的设
计遥 特别是正在推进的野一江两岸冶等重
点工程袁 都要提前进行文化风貌设计袁
建筑设计必须与风貌设计相吻合袁才能
允许施工建设遥

四是树立全域文化发展理念袁优化
城市文化功能布局

全域文化发展就是要城乡联动尧多
向融合袁 把瑞金打造成为红色文化凸
现尧 多种文化交相辉映的文化名城袁形
成处处都是文化的浓厚氛围遥 全域文化
发展是全域旅游发展的前提袁是城市加
快发展的强大后劲遥 为此袁在文化发展
上袁要统揽全局袁优化文化功能布局遥 在
中心城区袁要突显野红色故都尧共和国摇
篮冶主题文化袁并根据文化主题合理划
分文化功能街区袁规划建设城市文化地
标和大型红色文化景观遥 在乡镇要精心
谋划袁大力推进野五个红色文化园区冶规
划建设袁即是院叶坪突显野开国盛典尧红
色建政冶主题的红色文化园区尧沙州坝
突显野红井情深尧一心为民冶主题的红色
文化园区尧云石山突显野长征开篇尧浴血
坚持冶主题的红色文化园区尧大柏地突
显野红都先声尧福地关山冶主题的红色文
化园区尧武阳突显野勇当模范尧争创一
流冶主题的红色文化园区袁做到东西南
北中都有主题鲜明的红色文化园区袁形
成众星捧月之势袁把瑞金浸透在红色文
化的海洋之中袁让人们感受到浓郁的红
色文化气息遥 同时袁也要深入挖潜袁做好
密溪尧 凤岗等历史文化名村的建设袁大
力推进客家文化尧绿色文化尧田园文化
的繁荣与发展袁共同为瑞金城市文化建
设与发展增光添彩遥

盖不完的公章尧走不完的流程在
不少地方已成为过去时曰国务院所属
部门设置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
项袁七成以上被削减曰中央指定地方
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目录清单中被取
消近 300项噎噎作为本届政府野开门
第一件大事冶袁4年来袁简政放权的野放
管服冶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遥

野放管服冶袁 是一场刀刃向内尧自
我削权的改革袁本质上是从权力本位
向权利本位的回归遥在这场大刀阔斧
的改革中袁以野负面清单冶为标志的改
革袁彰显了政府的法治思维以及对市
场的尊重曰是对野看得见的手冶和野看
不见的手冶 的命题的不断深化探讨袁
蕴含着现代治理的基本逻辑曰而彻底
放尧加强管的野放管结合冶实践袁则充
分展现出构建服务型政府尧深化行政

体制改革的强劲内生动力遥
事实证明袁野放管服冶的力度有多

大袁 政府职能转变的速度有多快袁市
场和企业的活力就有多强袁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就有多实遥为促进就业创业
降门槛袁 为各类市场主体减负担袁为
激发有效投资拓空间袁为公平营商创
条件袁为群众办事生活增便利噎噎从
微观层面看袁野放管服冶的持续深入推
进袁让更多主体得以收获切切实实的
改革红利曰而从宏观视野来审视袁野放
管服冶蕴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明晰思
路袁它的改革成效不仅事关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色袁也关
涉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遥

简政放权的野放管服冶是攻坚战袁
更是持久战遥无论是巩固已有的改革
成效袁还是啃下改革野硬骨头冶袁攻下

新的野腊子口冶袁都需要继续以壮士断
腕的精神自我革命袁 下好先手棋尧打
好主动仗遥 如何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袁
进一步扫除权力路障钥 野管好冶野善管冶
的背后袁该有怎样的意识与能力做支
撑钥 在新的形势下袁厘清政府与市场
和社会的边界又该有什么新的判断钥
这些问题袁是野放管服冶面临的挑战袁
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契机遥

创新永无止境袁 改革未有穷期遥
激荡的改革大潮袁呼唤不断迈向纵深
的野放管服冶改革袁更加美好的现代中
国袁也需要不断深化的行政体制改革
的托举遥

据叶扬子晚报曳报
道袁6 日上午袁南京鼓
楼区水佐岗 48 巷 袁
城管队员巡查时发
现一名 70 多岁的老
太占道卖花袁城管没
有扣东西尧 开罚单袁
而是在老人的要求
下袁给她买了两个菜
包子将其劝走遥 对此
网上有人为城管点
赞袁也有人认为有损
执法权威遥

摊贩占道经营 袁
倘若城管东西一扣尧
罚单一开袁 便立竿见
影并不再反弹袁 那其
职责自然谈不上难遥
但现实是袁 城管面对
的多为社会底层群
体袁 他们或许有其不
为人知的困境遥

像新 闻中的老
太袁年逾古稀尧本该在
家颐养天年袁可野不卖
花就没饭吃冶遥 此前媒
体也曝出袁 有老太因
与儿媳有矛盾袁 为自
食其力而离家摆摊袁
她住过车站尧棚户袁还
曾暴力抗法袁 但城管
知道情况后给她送饭
送菜袁上门看望袁终于
做通工作袁 联系其儿子将她接回老
家遥

占道经营的老人没饭吃袁 就给
钱尧送包子曰婆媳有矛盾袁就联系家人
调解尧 劝和噎噎这类温情执法方式袁
不只是因人施策的执法灵活性的展
现袁更体现了基于同情与理解的人文
执法态度遥 依我看袁它跟野执法权威冶
不矛盾袁恰恰相反袁若执法没了人情
味和民生温度袁无法取得好的执法效
果袁维护法律权威性又从何谈起钥

印荣生

关于瑞金城市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几点思考
阴梁寿华渊交通局冤

推动“放管服”改革走向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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