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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发表经典著作《改进和加

强城市管理工作》已有30个年头。 

30年来，城市管理部门大力开展贯彻执行主席提出

的主体的城市管理政策的工作，建立了井然有序的城市

管理体系，尊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在保养管理城

市和农村建筑和设施，保持街巷和村庄、公园和游园地

的文明卫生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今天，我国的城

市已转变成为现代建筑鳞次栉比，设施一应俱全，供人

民文明生活的城市，农村也建设了大量的新式住宅，我

国人民在良好的条件下过着幸福的生活。 

30年来城市管理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中，蕴含着城市

管理部门干部和劳动者默默无闻的努力。他们怀着对党

和领袖、祖国和人民的高度忠诚精神，献出一切智慧和

精力进行了忘我奋斗。 

值此城市管理部门工作者举办讲习会之际，我代表

党中央委员会和我个人的名义，向忠心耿耿为切实贯彻

我们党的城市管理政策，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工作的

全国城市管理部门干部和劳动者致以由衷的感谢。 

今天社会主义建设朝着新的高阶段发展，人民生活不

断改善的现实，要求我们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城市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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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举办的全国城市管理部门工作者讲习会，将成

为根据现实发展的要求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城市管理工作

的重要契机。 

社会主义社会的城市管理工作，是充分保障人民自

主的创造性生活的人民服务工作。在一切建筑和设施归

于私人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管理工作是有钱有势

的特权阶层享福与致富的手段和剥削人民群众的手段；

但是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城市管理工

作是为人民创造自主的创造性生活条件和环境服务的。

在我国，即使是盖一座房屋，修一条道路，以及管理这

些房屋与道路，都一向首先保障人民的生活方便。社会

主义城市管理工作的本质特点和优越性是给人民创造更

方便的生活条件和文明卫生的环境的服务工作。 

城市管理工作，是精心保养管理国家的宝贵财富，

以传给后代的有意义的工作。在我国的城市和农村兴建

的现代建筑和设施，是蕴含着主席为人民幸福不辞辛劳，

呕心沥血的光辉业绩和党的英明领导，凝聚着我国人民

汗水的宝贵财富，是代代相传享受幸福的宝贵资本。要

做好城市管理工作，精心管理在党和领袖的英明领导下

创造出来的宝贵财富，使其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和子孙万

代幸福而发挥作用。 

改进和加强城市管理工作，是保障人民自主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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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生活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生活

条件和环境的要求也不断提高。通过城市管理工作，人

民方便而文明的生活条件和环境得到切实的保障。如果

做好保养管理与人的生活直接有关的建筑与设施的城市

管理工作，现代住宅和公共设施就能更好地为人民自主

的创造性生活得到利用。做好城市管理工作，为人民自

主的创造性生活创造更好、更文明的生活条件与环境，

是我们党和国家始终一贯的政策，是我们朝鲜式社会主

义的重要优越性之一。 

搞好了城市管理工作，就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更有效

地利用社会与人民的共同财产即建筑和设施，使劳动者

认清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其宝贵，为争取社会主义

胜利而忘我奋斗。从这种意义上看，可以说城市管理工

作，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后勤工作、政治工作。 

为了显示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我们朝鲜式社会主

义的优越性，做好城市管理工作很重要。建设好国家

的所有城市和农村、公园和游园地，人们就会深刻地

认识到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

威力。 

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城市管理本性，在城市管理工

作中切实体现人民群众的意愿与要求。城市管理工作只

有切实体现人民群众的意愿与要求，才能成为真正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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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的服务工作，才能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根据

本国实际迅速发展。在城市管理工作中切实体现人民群

众的意愿与要求，是社会主义城市管理的根本原则。 

做好建筑和设施的管理，是城市管理工作要首先抓

好的重要任务。 

建筑和设施是形成城市的基本要素，构成人的思想

精神及物质生活条件和环境。要充分保障思想精神和物

质生活，就要做好建筑和设施管理。 

在党的英明领导下，我国人民在城市中心最好的位

置上，建立了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的铜像和子孙万代永

远传颂的大纪念碑，还兴建了宏伟的革命史迹建筑。这

些都反映了我国人民要永远积极拥护和跟随革命领袖，

在领袖的怀抱里过美满幸福生活的崇高思想感情和一致

愿望。蕴含着一辈子为人民奉献一切的主席的不可磨灭

的革命史迹的大纪念碑和革命史迹建筑，是我们党和人

民的宝贵财富，是把人民培养成为无限忠于领袖的真正

革命者的革命教育学校。管理大纪念碑和革命史迹建筑，

是一代接一代地保存和发扬光大领袖伟大领导业绩的崇

高工作。负责管理大纪念碑和革命史迹建筑的工作人员，

要以高度的忠诚精神认真负责地完成所承担的革命任

务。大纪念碑和革命史迹建筑要竭尽精诚，在最高水平

上管理，以使参观者沉浸在虔诚肃穆的思想感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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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大纪念碑和革命史迹建筑要做到保持原状和持久

性，以便经常保障当初的面貌。 

住宅是人们的生活摇篮。住房雅致，人们才能生

活文明愉快，充分休息，为完成革命任务奉献一切力

量和智慧。在党和国家的人民性政策下，我国人民无

偿地分到新式住宅，不知什么是房租费，过着幸福的

生活。在我国还建设现代公共建筑，充分保障人民自

主的创造性活动。城市管理部门要妥善管理住宅和公

共建筑，创造使人民自由开展自主的创造性活动的良

好的条件和环境。 

管理住宅和公共建筑，重要的是经常做好维修保养

工作。 

要经常做好住宅和公共建筑的维修工作。如果不经

常维修，建筑就容易毁坏，给人民生活造成不方便。城

市管理部门要一个不落地登记住宅和公共建筑，经常巡

回检查，正确掌握其技术状况，健全根据维修周期的有

计划的预防维修体系。 

维修住宅和公共建筑要保证质量。若马马虎虎地维

修建筑，用不多久就得重新修缮，以致浪费材料和劳力。

质量就是节约，也是生产。在住宅和公共建筑维修工作

中要加强工作人员的责任心，正确遵守工艺流程，大幅

度提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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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妥善管理住宅和公共建筑，就要健全按质量接管

建筑的制度。只有健全这种制度，才能防止发生新建房

屋过不多久就得修缮的现象，才能加强建设部门干部的

责任心。城市管理部门要从住宅和公共建筑建设开工之

日起搞好对施工的工程检查和中期检查，以便及时纠正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缺点。建筑竣工后，要周密细致地进

行综合检查和竣工检查，以便切实保障建筑质量。还要

严格实施建设责任制。要建立这样的纪律：建筑竣工后，

如在施工上有缺陷，就必须修正。 

城市管理部门要及时维修保养设置在高层住宅和公

共建筑的电梯，以便使其经常运转。 

要做好住宅分配，以使劳动者更好地享受到我们

党人民性政策的待遇。住宅要按照接近工作单位的原

则分配。 

妥善管理上水道和下水道，这对保障居民生活条件

十分重要。只有搞好上下水道管理，才能给居民充分供

应自来水，保障文明卫生的生活条件。 

上水道管理要首先关注充分供应饮用水，以使居民

不感到生活不方便。要充分供应饮用水，就要根据居民

需要充分调整生产能力，经常维修上水道设施。要建立

对上水道设施的巡回检查和有计划的维修体系，严格遵

守有关设备管理的技术规则要求。要健全上水道利用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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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杜绝乱用自来水而造成浪费或做工业用水的现象。

生产饮用水要按照卫生学的要求搞好净化和消毒。保证

饮用水的水质，是关系到人的健康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要在贮水池和水库设卫生保护区，以防止水质污染现象

发生，还要及时生产供应消毒和净化水所需的药剂。 

下水道管理要对搞好污水与雨水处理予以关注。要

维修和充实污水和雨水处理设施，经常检查和维修从住

宅和公共建筑的下水道设施直到净化场的所有下水道网

络和构造物，以便宜于排放污水和雨水。污水必须经过

净化处理。城市建设要坚持上水道设施和下水道网络及

净化厂建设先行的原则。郡所在地和村庄也要采用先进

净化技术，以防止发生环境污染现象；工矿企业也要搞

好工业废水的净化处理，以免城市和江河的污染现象。 

要搞好取暖设备的维修保养和技术管理。要经常维

修锅炉和供暖设备，做好供暖管的保温，使热生产和供

暖正常化，尽量降低热量的途中损失。 

要促进住宅的集中供暖化工作。住宅的集中供暖化

要从道府开始搞，然后在郡所在地和村庄逐步搞。住宅

供暖化要以利用火电厂热量为主，同时根据地方特性利

用废热、温泉水、太阳热、地热和沼气按住宅区实现。

煤炭缺少、水力资源丰富的地区最好大量建设中、小型

水电站，以实现电热供暖化。 



 

 8

道路是衡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尺度。

把道路修整好，城市和村庄就显得华丽干净。因此，要

精心修整和管理道路。 

要大力进行道路革新，使所有道路具备现代面貌。

要进行道路革新，以在最高水平上保障道路的文明性

和坚固性，更好地保障国家交通运输和人民在生活上

的便利。 

保障道路的文明性和坚固性，重要的是铺好路面。

铺路面要正确遵守工艺规程和标准操作法，实现铺路作

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铺设硬面公路，要先从国家重要

干线公路和城市公路开始，还要逐步铺好农村道路。平

壤市等城市公路中技术状态不佳的区段要重新铺，然后

铺城市周边公路，接着铺连结郡所在地和里的道路。城

市和郡所在地的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也要铺得文明一些。

铺人行道既要用柏油或水泥，也要用构件或石块。 

改造道路要既美观又方便，道路设施要布置得文明

一些。道路狭窄的区段要修宽，弯曲的路段要尽量修直，

道路的缘石、界石、保护石、标记牌要布局合理，交叉

点要修地下人行道或立交桥。还要安装好路灯，使之与

大街协调。 

要妥善管理道路。要及时维修和经常清扫道路。还

要搞好桥梁维修，以保障其文明性和坚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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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交通设施要朝轨道化和无轨化方向发展。若

做到这一步，就能防止公害，还能节省汽油，所以有很

多好处。 

河川管理工作，是保护城市和耕地免受洪灾,突出城

乡美景的重要工作。要修好河堤，栽上树木，铺上草皮，

加固河堤，及时做好水土保持和河床疏浚。要在城市河

川上修人行便道，建设露天游泳场和划船场，搞好绿化，

以使河川周边实现公园化、游园地化。 

城市的美化工作，是精心修整市街和村庄、住宅和

工作单位，使城市和农村美观而文明卫生的城市管理部

门的重要工作。只有做好城市美化工作，才能把城市建

设得更文明，才能充分保障文明生产和文明生活。 

要做好区划整理。要把住宅和公共建筑的周边收拾

干净，铺好路面，水沟要挖得整齐，围墙要砌好，以使

其与建筑和街巷相协调。住宅区的仓库、垃圾场、公厕

也要建得文明，管理得整洁干净。与居民生活无关的建

筑不要修在住宅区里。住宅区内要栽植各种树木，营造

花圃和草坪，以使其变成庭院。住宅区内还要设置儿童

游戏设施和简易体育娱乐设备。 

建筑要拾掇得整洁干净。对建筑墙壁要经常进行维

修和涂色作业，门窗玻璃要擦得经常发亮。各家住户要

整顿好家具，精心管理卫生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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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造不符合现代美感的建筑和公共设施。没有具

备现代面貌的建筑要细心检查技术状态，该提层高的就

提，该修改形态的就以新的形式改造过来使其更美观。

住宅的烟囱和电视机天线也要整理得美观整齐，各种招

牌、标语牌、标记牌、指南牌等,也要制作得文明一些。 

绿化革命，是把城市建设成为树木葱茏，百花盛开

的公园里的城市的重要工作。只有搞好绿化革命，才能

把城市建设得华丽文明，才能为人民创造富有文明情趣

的生活环境。城市管理部门要把平壤市等所有城市和村

庄更好地建设成为绿树成荫的公园里的城市和村庄。 

绿化工作要和城市环境与美化协调进行。城市管理

部门要根据城市规模和地区特点做好园林设计，大量栽

植各种树木，整齐美观地营造草坪和花园，并加以精心

管理。 

要在街道、公园和游园地有特色地栽上树木。街道

树要选树冠美观、树干不太高、不生虫的树种。街道树

要大量种植水杉、银杏树、核桃树、柳树、紫穗槐和杏

树等美观的树和花树。城市管理部门要适当修剪街道树，

树枝也要修整好。在街道、公园和游园地，要把枞树、

果松、雪松等常绿树同阔叶树搭配起来大量种植。最好

大量种榉树，同时要大量种植我国人民喜欢的各种花树

和结果的树。木兰花是我国人民最喜爱的国花。在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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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迹地和革命战迹地、金日成主席铜像和史迹碑周边要

大量种植木兰，在街道、公园、机关企业办公楼周边和

学校区内也要种植木兰。城市周边的风景林，也要把常

绿树、阔叶树和各种果树搭配起来营造。 

要营造好草坪，以免城市的地皮裸露现象。在道路

和建筑周边，公园、游园地和河川周边都要营造草坪，

以便看不见泥土地面。阳光充足的向阳处要种金丝草，

阳光照不到的阴凉处,要种植在阴影下宜长的草皮或玉

簪。街道和村落、公园和游园地要有特色地营造花圃并

管理好，使其鲜花经常盛开。花圃要把一年生花树和多

年生花树搭配起来种植。机关企业周边也要大量种植树，

使其绿树成荫。 

要营造好苗圃、采种场、花圃。为了以我国的树木

和花草为主实现城市绿化，城市管理部门要认真做好确

保树苗、花籽、金丝草种子的工作。各道、市、郡要营

造好苗圃、采种地、花圃，有计划地生产优质树苗、花

籽和金丝草种子。 

公园和游园地是人民的文化娱乐场所和休息场所。

我国人民文化情趣生活水平提高，对公园和游园地的需

要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在妥善管理现有公园和游

园地的同时，还要建设新的公园和游园地。 

要建设我们朝鲜式的公园和游园地。朝鲜式的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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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游园地要反映我国江山的美丽风景和我国人民固有的

文化生活情感。在公园和游园地要营造百花园和美丽风

景，还要设置符合我国人民民族风俗与时代美感的休息

场所和文化娱乐设施、游戏设施。要到处建设公园和游

园地，使街道、住宅和城市周边绿树成荫，从而做到公

园中有城市、庭院中有住宅。 

还要建设好动物园和植物园，并管理得文明卫生。

动物园和植物园不仅是让人们来观赏的场所，而且是让

他们丰富对动植物的知识，培养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精神

的文化休息场所。要使动物园和植物园现代化和公园化。

各道自不消说，就是各市、郡也要建设动物园和植物园。

地方城市的动物园和植物园，要以我国丰富的动植物资

源为主来建设。用我国的动植物资源也能出色地建设动

物园和植物园。各道、市、郡要根据本地方的特性建设

大规模的和小规模的动物园和植物园。五佳山植物园是

闻名于世的大自然博物馆。这里有很多天然原始林和珍

贵的动植物。要精心管理五佳山的原始林，以便哪怕一

草一木也不遭损伤。 

统一地、有计划地进行城市管理工作，是在贯彻党

的城市管理政策中保障统一性和一贯性，使城市管理工

作走上正常轨道的重要途径之一。 

统一地、有计划地进行城市管理工作，是符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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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社会性质的城市管理方式，是合理管理街道和村落

的优越的管理方式。社会主义社会只有统一地、有计划

地做好城市管理工作，才能根据我们党的思想和意图建

设好城市和村庄，精心管理建筑与设施，使人民群众及

时而均匀地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 

统一地进行城市管理工作，重要的是建立从中央到

道、市、郡的井然有序的城市管理工作体系。建立这种

工作体系，是保障社会主义国家对城市管理工作的集中

制领导的必然要求。建立城市管理工作体系，要做到使

所有单位切实贯彻我们党的城市管理政策，以便既能加

强中央的行政领导，也能最大限度地发扬基层单位的创

造性。要加强中央城市管理机关和道、市、郡行政经济

委员会城市管理部门的职能与作用，在中央和道、市、

郡设立非常设城市管理委员会，以使其经常讨论并采取

措施解决贯彻党的城市管理政策时面临的重要问题。 

有计划地做好城市管理工作，重要的是切实贯彻计

划的一元化和细部化方针。城市管理部门要根据计划的

一元化、细部化方针的要求，正确制定远景规划和现行

计划。要在具体了解建筑与设施的技术情况和城市美化

状况的基础上，正确拟制分项目的细部现行计划，并要

不折不扣地完成。要做好保障工作，以便及时完成城市

管理计划。城市管理工作中要周密地组织劳动力，使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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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准备和物质供应工作走在前面。要建立按照国家计划

切实供应城市管理所需设备与材料的制度和秩序。城市

管理部门不要只指望国家供应材料、设备与零部件，还

要努力自行生产供应。 

要不断提高城市管理的科学技术水平。只有做到这

一点，才能把城市管理部门劳动者从重体力劳动中解放

出来，才能实现城市管理的现代化。 

城市管理部门要根据具体情况吸收新的城市管理科

学技术。要做好吸收新的城市管理科学技术，创造并推

广经验的工作。要建立从中央直到道、市、郡的井然有

序的技术指导体系，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城市管理中采

用先进科技。还要做好根据我国实际和我国人民的要求

采用别国城市管理现代科技的工作。 

要不断地改善城市管理部门的技术装备。要更多地

生产和供应城市管理所需的各种高性能技术手段，还要

从国外进口现代技术装备来供应。还要给城市管理部门

建好技术装备修理基地。 

城市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本部门的科研工作。城

市管理部门科技人员要集中力量研究解决在改善建筑管

理、设施管理、生产供应饮用水、净化污水、城市集中

供暖、营造园林和美化城市等城市管理工作中必须解决

的科技问题。要大大提高这一部门科技人员的素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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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保障他们的研究条件和生活条件。要加强这一部门

科技人员和劳动者的创造性合作，还要广泛开展群众性

技术革新运动。 

要加强城市管理部门技术人才培养工作。要建设

好培养城市管理部门科技人员和技工的教育机关，保

证教学质量，从而有计划地培养出高水平的城市管理

工作人员。还要做好城市管理部门干部和技术人员的

再教育工作。 

要开展全民性的城市管理工作。在一切都为人民服

务的社会主义社会，城市管理工作是为人民的工作，是

人民本身必须作为主人进行的工作。如果居民们胡乱使

用或不能妥善管理建筑与设施，城市管理部门干部和劳

动者无论怎样努力也是没有用的。 

要在居民中扎实地进行旨在做好城市管理工作的教

育工作。要用各种形式和方法切实做好居民教育工作，

使他们怀着主人翁的态度，不仅认真保护管理自己住的

街道和村庄，还要妥善管理所有公共建筑和设施。 

要健全群众性的城市管理体系。城市管理工作要以

居民区为单位进行,还要以机关、企业为单位进行。要发

动群众做好城市管理工作，就要做好分担和动员工作，

加强洞和居民班的作用，还要加强行政监督。 

在群众中要积极开展旨在做好城市管理工作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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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运动。争获模范城市管理郡称号运动，是组织和动

员广大群众在城市管理工作中掀起集体革新高潮的群众

运动。各市、区、郡要号召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争获模范

城市管理郡称号运动，把城市打扫得整洁雅致。在居民

中大力开展创造模范家庭运动和争获红旗洞、居民班称

号运动，在青少年学生中广泛开展热爱家乡近卫队活动

等精心打扫街道和村庄的各种做好事运动。 

要加强对城市管理工作的监督。城市管理监督机关

要经常进行监督，以使机关、企业和居民做好保护管理

建筑与设施、美化城市的工作，把维修用材料和资金用

得得当。对城市管理工作监督，要把集中监督工作和经

常的监督工作正确配合起来，依据群众的意见和科学的

材料来进行。对城市管理的监督工作，要按照帮助解决

各单位工作和劳动者生活中存在的困难问题，使他们正

确贯彻党的城市管理政策的方向进行。城市管理部门要

健全从中央到各道、市、郡的监督体系，以素有准备的

人来建设好监督部门干部队伍。 

要加强党对城市管理工作的领导。 

党对城市管理工作的领导中，重要的是有力地开

展旨在及时而切实贯彻党的城市管理政策的组织工作

和政治工作。只有大力开展这项工作，才能根据人民

群众的志向与要求做好城市管理工作，才能给人民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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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与环境。有关城市管理工作的党的

政策一旦提出来，党组织就要进行集体讨论，采取正

确的措施，有力地号召干部和劳动者贯彻执行。党组

织要经常了解掌握城市管理政策的贯彻情况，采取措

施及时解决困难问题。 

党组织要做好加强城市管理部门干部和劳动者责任

心和作用的工作。城市管理部门干部和劳动者是国家城

市管理工作的直接承担者。城市管理工作做得好坏，取

决于负责这一部门的干部和劳动者工作做得如何。 

党组织要对城市管理部门干部和劳动者加强忠诚精

神教育，以使他们把忠诚精神信念化、良心化、道德化、

生活化。要用各种形式和方法扎实地进行忠诚精神教育，

以将城市管理部门所有干部和劳动者都造就成在任何环

境中都始终不渝地积极拥护党和领袖的真正的忠臣与孝

子。城市管理部门干部和劳动者的忠诚精神，应当表现

在切实贯彻党的城市管理政策上。党组织要把城市管理

部门干部和劳动者的忠诚精神教育同城市管理工作实践

密切结合起来进行，以使他们积极参加贯彻党的城市管

理政策的斗争。 

城市管理部门干部和劳动者的责任心和作用，只有

在他们满怀对人民的献身服务精神和对自己工作的荣誉

和自豪感的时候，才能高度地发挥出来。在我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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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再没有比为人民忠心耿耿服务、为人民的幸福奉献

一生更光荣更有意义的工作。党组织要积极帮助和鼓励

城市管理部门干部和劳动者满怀对自己工作的荣誉和自

豪感，尽到作为真正的人民公仆的使命与作用。 

党组织要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把城市

管理部门干部和劳动者牢固地武装起来，以使他们依靠

自己的力量解决城市管理工作中面临的一切问题。 

做好提高城市管理部门劳动者社会地位的工作，是

使他们满怀对自己工作的荣誉和自豪感，尽到应尽的责

任，起到应起的作用的重要要求。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

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提高为人民做更多好事的人的社会

地位。今天我国人民之所以毫无不便地过着幸福生活，

是因为有那些不顾炎热的夏天和严寒的冬天，不分昼夜

地坚守岗位的城市管理部门劳动者。在城市管理部门劳

动者当中有不少默默无闻地工作的爱国者，他们为了给

人民创造方便而文明的生活条件，不求功名利禄，默默

无闻地奉献一生。党组织要在城市管理部门劳动者当中

找出做很多好事的默默无闻的爱国者广泛介绍，认真做

好在社会中尊崇城市管理部门劳动者的工作。 

要建设好城市管理部门干部队伍，并根据城市管理

工作特点做好他们的工作。 

党组织要吸收那些无限忠于党和领袖、具有高素质



 

 19

和业务能力的人来建设好城市管理部门干部队伍。 

党组织要根据城市管理工作人员在分散的工作场

所，做人们看不见的工作的特点，扎实地做好党务工作，

把他们培养成为具有主人翁态度和为人民忘我服务的精

神，不管人前人后，不怕累，不怕脏，凭良心忠心工作

的人民公仆、默默无闻的爱国者。 

城市管理部门党组织要周密地做好把党支部造就成

忠诚的党支部的工作，以进一步增强党员的先锋作用。 

城市管理工作，是为人民的光荣而有意义的工作，

党和人民对城市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信任和期望是很

大的。 

我坚信，城市管理部门干部和劳动者一定不会辜负

党和人民的信任和期望，切实贯彻党的城市管理政策，

从而根据现实发展的要求使城市管理工作焕然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