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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

门外门内
浓郁的川西气息构筑联想空间

历史和未来发展趋势糅合谱新篇
由进门厅开始袁走进春秋篇终至明清袁浏
览过世界各国城管袁 最后来到雅安城管历史
篇面前遥
首先看到是习近平总书记的 野城市管理
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冶 等七条关于城市管理
重要论述综述遥 此处则是一种从观赏区到办
公区的过渡袁 将习近平总书记指导城管工作
的重要论述作为设计出发点袁采用天安门尧党
徽尧五星红旗较为突出的党建元素袁整体风格
直观醒目袁 为城管工作者的工作开展指引出

屏风里面的文字
对此作了简要介绍院

雅安城管历史博物馆
伫立门厅前袁扯人眼球的是城
管执法门楣要要
要这是城管标志标
准化建设承载体之一遥
目前袁 全国城管系统无相应
标识尧装备等标准体系袁为推行城
管执法场所尧 执法标识尧 执法装
备尧执法行为尧执法程序标准化建
设袁提升城管队伍形象袁增强城管
标识形象的识别性尧亲和力袁雅安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设计制作
了雅安市城管系统标识和主色
调袁下一步将在全市范围推广遥 在
设计上袁 该局使用了新式城管
LOGO袁体现为人民管理城市袁城
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遥 底色为
深紫红色袁 取自城管执法标识中
牡丹花的颜色袁明显区别于公安尧
消防等颜色袁识别度高遥 深紫色体
现城管执法的庄重尧严肃和威严袁

暖色调体现柔性执法以及新时代
城管的文化性和文明性遥 两种颜
色结合起来袁 塑造一种严肃尧文
明尧亲民的工作形象遥
进入门厅内袁 左边看到的是
城管执法公众服务平台袁 该局的
微信公众号及工作动态的 集中尧
动态展示遥 设计上采用现代感的
平板电脑和手机作为城管执法公
众服务平台的展示载体袁 采用可
更换式的材料袁 定期对最新城管
资讯进行更新上墙曰 右边是该局
微信公众号的二维码袁 可扫描关
注城管执法最新动态信息袁 了解
政策法规尧办事指南遥 城管执法公
众服务平台推出的 叶新时代开启
新篇章新使命呼唤新担当要要
要雅
安城管换装全国统一法定制服曳
等文章袁 让参观者一窥该局最新

工作亮点遥
接下来的是城管标准化建设文
化展示部分袁该局的城管历史博物
馆遥 城管历史博物馆分为三个篇
章遥 第一篇章是从春秋到明清袁展
现城管的发展史曰第二是国际城管
篇袁主要介绍各国的城管形象和执
法特点曰第三篇章是雅安城管历史
篇袁回首雅安城管从无到有尧从粗
放到精细的管理提升袁探寻雅安城
管人砥砺前行的足迹遥
随后看到是一面影壁墙袁上面
是城管博物馆的前言袁城管的历史
大门将从这里打开遥影壁墙采用川
西建筑特色元素的屋顶设计袁体现
出浓郁的川西气息袁搭配中式牌匾
以及画卷的元素袁背景则采用手绘
的国画山水袁虚实的设计理念给人
产生更多的联想空间遥

岁月留痕

2000 多年的时间长轴徐徐展开
以前袁 爬楼梯是件累人的
事袁 而边爬边欣赏历史的轨迹袁
居然忘了到底爬了几楼袁只能以
一个时代一层楼进行概述袁别有
一番情趣遥
扶梯而上袁春秋篇舒展在具有
浓郁地方特色的西康青砖墙上袁代
表春秋历史时期时代符号的儒家
学派创始人孔子以拱手礼相迎袁战
国编钟尧战国青铜剑尧战国监市袁镌
刻出历史尘封的岁月痕迹袁既体现
当代人对历史的敬仰之情袁也使开
篇紧扣文化的脉络遥
野监市冶要要
要 中国古代城管的
雏形遥 早在我国夏商周时期就形成
了比较繁华的集市袁也有了野城管冶
的雏形遥史书记载中最早的野城管冶
是春秋战国的野监市冶袁城管队员常
由士兵野卒冶充当遥 他们作为野市场
的监管者冶袁野践于衙, 理市治商冶
要属于衙门管理袁主要任务是进
要要
行环卫尧拆违章建筑尧禁止占道经
营尧防火缉盗等日常管理袁监督小
商小贩的经营遥
这个时期的城市管理制度相
当严苛遥 叶韩非子? 内储说曳:野弃灰

于公道者断其手冶遥 有城市出现的
朝代遥
春秋青铜剑尧战国编钟尧战国
监市的图片也配着古朴的底色出
现在人眼前袁交相辉映遥
二上层楼袁看到的是秦汉时期
最具文化底蕴的秦朝兵马俑尧汉代
瓦当袁 搭配当时的汉代市令形象袁
色彩鲜明地向人展示出汉代市令
的工作形象遥屏风里面的文字对当
时的情景进行了还原院野城市管理冶
职责范围扩大要要
要城市野坊市制冶院
野坊冶和野市冶严格分开袁四周筑有围
墙袁设官兵把守袁早晚定时启闭袁夜
间宵禁浴 野监市冶细分院野胥吏冶袁纠察
市场中的伪诈行为浴 野司稽冶院巡查
市场袁纠察违规犯禁之人袁缉拿市
场的盗贼浴
配以汉代瓦当尧 汉代市令尧秦
国兵马俑图片成为这个时代的底
色袁平分时景遥
三上层楼袁瞧见了隋唐史遥 隋
唐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袁
也是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
一袁 文化产物以唐三彩尤为突出袁
唐朝官员均为马匹作为出行工具袁

此设计点将盛唐时期的特色进行
了浓缩概括遥
屏风里面的文字对这一时期
进行了勾勒院城市进入野成熟期冶袁
我国历史上第一座被称为" 京"的
都城袁 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
市要要
要长安浴
野监市冶 职责扩大到 野理市治
序冶遥 叶唐律曳中说院野距府十丈无市袁
商于舍外半丈袁 监市职治之冶袁叶旧
唐书曳解释院野监市践于衙袁理市治
序冶遥 野监市冶隶属衙门管袁主要工作
就是管理市场尧维护秩序和管理公
共卫生遥
唐三彩古董瓷器尧 唐朝官员
出行图洋溢着时代的律动袁 映衬
互动遥
三上层楼袁 两宋又映入眼帘院
两宋的历史具有任何一个朝代都
不具有的特点院政治尧军事上衰弱袁
文化尧上却成果斐然遥 所以在此设
计出最有历史性的清明上河图以
及宋代坐虎石雕袁而当朝街道司历
史形象则在清明上河图里面进行
了特写描述袁更是对还原历史的一
种表现方式遥

城管机构 野街道司冶遥
城市野厢坊制冶院东京开封尧临安杭州的
人口过百万袁 城市允许沿街设铺和昼夜营
业浴 出现了城管机构野街道司冶遥
叶宋史?职官志曳中有言院野街道司袁掌辖
治道路人兵冶遥 街道司袁负责维持城市街道
的卫生尧整修和日常秩序袁人员还一度由士
兵担任遥
宋太祖赵匡胤指示大臣野还经通利坊袁
以道狭袁撤侵街民舍益之冶袁要求清理沿街
的占道经营和违法建设遥
清明上河图尧宋朝街道司尧宋代坐虎雕
塑图片弥漫着当时的人文气息袁相映成趣遥
四上层楼袁 明清篇继续对两个时代最
有代表的建筑和文物进行展示袁 如明朝九
龙壁尧明朝青花瓷尧清朝三足炉袁因为明清
两个朝代是对近代史的一种过渡时期袁所
以在此设计最早的警察局要要
要天津警察
厅袁同时袁也是对历史城管最初形象的一种
还原遥
屏风里面的文字简要介绍了城市管理
野近代史冶袁明朝京城设立野五城兵马司冶,清
朝北京设立野督理街道衙门冶,负责街道管
理尧民房修建等职能遥
晚清时期袁 引入了西方现代城市管理
理念遥
在天津设立了早期的警察局要要
要天津
警察厅袁野警察冶不仅负责治安袁同时还要管
理市容市貌和市场秩序遥 天津警察厅发布
叶整顿路政办法四条曳就是对城市占道经营
的专项治理遥
明朝青花瓷尧天津警察厅尧明朝九龙壁尧
清朝三足炉尧乾隆戎装图作为陪衬烘托遥
明清的结尾袁采用画卷的形式袁寓意着
对城管历史篇的一种思想总结袁 背景采用
复古做旧的怀旧风配以盖印的野城管执法冶
四个字袁 则是对所有历史时期的一种缅怀
和尊重遥

雅安城管历史博物馆要古代城管历史馆

一条正确的前进道路袁用意深邃遥
从最早 1987 年开始袁 随着时间节点延
续到 2018 年袁在每一个时间节点突出表现
雅安城管工作者的风雨历程和历史发展趋
势袁采用怀旧影像机袁胶卷的形式作为背景
元素袁表现出雅安城管的历史悠久遥 除了图
文并茂的形式表现以外袁 在墙面上还设计
出陈列物展示区域袁 将每一个时间节点上
的所能展示出来的物品进行一种类似博物
馆的呈现形式袁给人无限的追忆遥

城管队员参观雅安城管博物馆

雅安城管历史博物馆要国际城管馆

放眼世界各国城管各施其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袁放
眼世界以开放的眼光看不同
国家城市管理体制机制袁开
阔视野遥
美国院 警察即是 野 城
管冶袁但其不具备没收尧暂扣
权力袁只负责记录违法小贩
转交给其他部门处理袁违法
严重的直接交给法院遥
英国院游动小贩则归警
察管袁小贩需要申请营业执
照袁禁止静态售卖遥 违反法
律的街道摆摊者一旦被发
现会被起诉袁 最高可被罚
1000 镑 渊 相 当 于 人 民 币
8797 元冤的罚款遥
法国院也有类似的城市
管理人员袁他们被称为野城
市警察渊city police)冶遥 他们
的工作主要是留意非法活
动袁并在当事人拒不停止或
者反抗时通知国家警察遥
新加坡院新加坡城市管
理大量采用罚款的处罚措
施袁罚款范围广尧名目多尧数
额大尧程序明确尧可操作性
强遥 对罚款手段不足以制止
的违法行为袁则并用罚款和
强制劳役措施袁并对其予以
曝光遥 同时设立了专门管理
小贩的野小贩署冶袁四人为一
组袁配枪执法袁在管理上面袁
设立了专门的贩卖区域遥
日本院日本在城市管理

方面大致可分为三个系统院
地方自治政府系统尧企业系
统尧社会组织系统遥
德国院德国的野城管冶都
是政府临时雇佣的工作人
员遥
加拿大院 加拿 大的 城
管人员是市政府的雇员袁
他们的制服上有 野某某
City By-Law冶 的字样袁驾
照的汽车上有城市的名称
和徽标袁每天在街上巡视遥
执勤时一般都是一个人开
着一辆车遥 他们负责执行
市议会制定的城市法规袁
包括非法停车尧 非法倾倒
垃圾尧非法摆摊等等遥 他们
有权开罚单遥
意大利院意大利城管十
分重视城管教育培训袁并且
把理念和实用作为城管教
育培训工作的指导思想遥 在
体制上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袁
执行上级城管机关部门的
命令遥 职责任务明确尧机构
简洁高效袁是意大利城管的
显著特点遥
印度院印度城管就是警
察遥
泰国院警察规定制度较
多袁泰国的商贩只要给行人
留出一米宽的过道袁警察对
摊贩一般驱散即可袁即使抓
住也不没收摊贩财物遥

雅安城管历史博物馆要雅安城管历史沿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