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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风劲吹城乡温润群众
——陕西省白河县扎实推进新民风建设

黄绪汉 肖长燕

近年来，陕西高速集团白泉分公司

白河管理所以创建省级文明单位为载

体，按照省厅“发展现代交通，奉献一流

服务”的总体要求，紧紧围绕收费运营管

理中心工作，不断强化道路养管、路政执

法及超限超载治理，激励员工弘扬“和

谐、创新、高效、卓越”的企业精神，单位

文明程度、职工文明素质显著提升。

完善制度体系，抓牢文明创建之

要。健全完善文明创建工作目标责任

制，形成创建文明单位管理长效机制，

不断增强全体干部职工的文明意识。

制定《白河管理所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计划》，实行党政领导亲自抓、分管领

导具体抓、综合部门牵头抓、业务部门

配合抓的工作机制。制定《白河管理所

精神文明创建工作考核办法》，形成文

明创建工作人人参与、人人重视、人人

出力的良好局面。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优化员工绩效考核制度，将“三优”“五

化”工作要求纳入考核内容，做到以制

度管人、用制度管事。

加强职工教育，深植文明创建之

根。坚持思想教育常抓不懈，加强员

工作风建设，深入开展“严纪律，优服

务，树形象”文明服务提升活动，全面

践行“微笑在红亭，满意在高速”的服

务理念。坚持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每

月召开安全例会，强化员工安全意

识，开展“安全隐患随手拍”活动，将

日常隐患排查的情况以图文并茂的

形式发送至工作群，确保安全隐患及

时发现及时消除，切实做到安全生产

零事故。坚持学习培训扎实有效，以

每年3月“春季业务技能培训”活动为

契机，对全体员工体能、业务技能、理

论知识等方面集中训练，提升员工队

伍综合素质。组织开展户外拓展训

练，开拓员工创新思维，增强团队凝

聚力。积极开展“走出去，请进来”学

习交流活动，与湖北等临近兄弟单位

开展互学互鉴，培养一专多能型综合

人才，不断提升企业综合实力。

培育活动阵地，夯实文明创建之

基。建立党小组活动阵地，突出“机关

服务一线，一线服务司乘”主题，在春

运期间，开展“青春志愿行，温暖回家

路”活动，从细微之处着手，服务于广

大司乘人员，让回家之路充满温情。

组织开展“学雷锋”系列活动，关爱孤

寡老人、关爱事实孤儿、提倡节能减

排、保护环境。开展“衣+衣”捐衣赠物

活动、“10元微爱”捐款活动、“美丽乡

村·文明家园”扶贫共建活动，为贫困

地区尽一份绵薄之力。开设旅游通行

专道，为白河县历届“文化旅游节”提

供优质服务。

打造特色品牌，铸就文明创建之

魂。按照“一路一品牌，一所一特色，一

站一亮点”的工作思路，深入开展弘扬

家风家训活动，号召员工培育好家风、

传承好家训，不断深入加强员工社会

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

建设。着力打造“秦楚深处百合香”文

化品牌（白河县分别与湖北省郧县、竹

山县接壤，西与旬阳县相连，位于秦头

楚尾；白河管理所辖区地处秦巴山区

深处，山高路陡、四面环山；百合取自

于“白河”的谐音；“香”代表着全体员

工以真诚甜美的微笑、亲切温馨的服

务、饱满昂扬的状态，为过往司乘人员

提供贴心的服务。）创新提出“12345”

服务理念，即确定一种特色，强化两个

意识，做到三个主动，实现四个统一，

促进五个转变。开展“五心”服务，通过

耐心、诚心、细心、热心、舒心，全程式

微笑服务，提升文明执法水平，展现高

速人风采。

发展永不止步，文明创建永远在

路上。白河管理所将一如既往践行服

务承诺，以文明创建为载体，以规范

服务为己任，以服务社会为动力，积

极打造一支极富“战斗力”的文明队

伍，让“百合”花香香飘秦楚。

近年来，陕西省白河县人民医

院以“创建文明单位，打造人文医

院”为载体，以提升医院整体形象和

职工文明素质为目标，始终坚持“大

医精诚 患者至上”，提供优质服务、

贴心服务，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热

烈欢迎。

落实创建工作责任。该院成立了

以院长为组长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

定期召开会议，落实创建责任，解决

存在问题，推动工作开展；医院党政

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落实，结合创建

工作计划和方案，层层分解任务，细

化到科室和个人，做到组织、人员、任

务三落实。出台了《创建工作管理制

度及考核奖惩办法》，围绕创建活动

开展、干部职工参与、材料收集上报

等定期进行督查考评，形成了一把手

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有关科室

协调配合、全院上下携手并进的创建

工作新格局。

深入开展主题活动。深化“厚德陕

西”建设，围绕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发展、学习道德模范先进事迹、普

及科学卫生知识、加强医务人员职业

道德操守、帮扶慰问困难干部职工等

推动“六德”工程深入人心、形成自

觉；积极开展道德讲堂活动，围绕“弘

扬医德医风、践行核心价值观”主题，

从细化活动流程、精选活动题材、推

动引起共鸣等环节入手，吸引医护人

员及家属近千人次参与；开展“文明

科室”“最美职工”评选活动，打造文

明服务患者、展示文明新风的优质诊

疗环境；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实践

活动，在清明、端午等重要时间节点，

举办“聆听英雄故事、重温革命传统”

“心手相牵、快乐成长”“情满夕阳、关

爱老人 ”等活动，弘扬中华传统，共建

精神家园。

营造浓厚创建氛围。在医院人流

密集区域、重点场所设置“创建省级

文明单位”提示牌，接受社会监督，倡

导文明就医；利用大型 LED 电子屏

幕，不间断播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新民风建设宣传片、《家风正，方

可行远》公益广告，潜移默化地去影

响每一位患者；利用主题宣传墙、橱

窗专栏、微信平台等阵地资源，及时

宣传院内的好人好事、善行义举；大

力开展“无烟日”活动，张贴无烟标

识，积极打造无烟就医环境；积极开

展“文明餐桌”行动，弘扬勤俭节约传

统美德，努力营造“白河人医是我家、

文明创建靠大家”的良好创建氛围。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全面开展健

康扶贫工作，医院领导安排，下沉到

基层一线，对 6个镇的卫生院进行对

口支援；耗资五百余万元，创造性地

建设了“区域医疗协同平台”，搭建覆

盖县域内所有基层卫生院的心电诊

断网络，实现了“将医院建在网上、把

专家放在线上、诊疗服务操作在手机

上”的医疗服务新模式，群众不出镇

就能享受上级医院的优质服务；结合

当地实际需求与医疗行业特色，开展

送药义诊、清理河道垃圾、慰问帮扶

特困户等系列主题活动，不断推动

“美丽乡村 文明家园”帮扶共建活动

深入开展。

白河县人民医院以文明促发展，

医院环境舒适，干群关系和谐，助力

白河县荣获“全省医改工作先进县”

称号，医院也被评为“医疗系统综合

考核一等奖”，赢得了白河县老百姓

的交口称赞。

近年来，陕西省白河县财政局以

文明创建为载体，着眼“带一流队伍、

创一流业绩、树一流形象”目标，深入

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使文

明之花常开常新，被陕西省委、省政

府表彰为“省级文明单位标兵”，为推

动财政工作创新发展提供了精神动

力和智力支持。

强化组织领导。该局实行一把手

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确定专人

抓落实，各股室协同配合的创建机

制，坚持把巩固提升文明单位创建成

果纳入年度重点工作，与财政工作同

谋划、同部署、同实施，使创建工作达

到“六有”标准，“抓日常，日常抓”推

动形成了稳固的创建基础。

完善制度措施。结合股室职责，

将《陕西省省级文明单位网络测评

指标》进行分解，制定印发《年度省

级文明单位创建方案》，任务细化落

实到局属各单位、各股室，制定《省

级文明单位网络测评指标完成日程

表》，按照年度时间顺序明确创建内

容、日程和责任主体，确保创建任务

有效完成。

健全激励机制。将精神文明创建

纳入《股室重点工作任务考核办法》

重要内容，明确到《单项工作任务分

工落实表》中，建立创建提醒督查制

度和日常监管、年终考核为主要方式

的考核机制。明确创建任务的时限和

要求，未按要求完成任务的股室和个

人，将在年终考核中扣分。

注重活动推动。深入开展“厚德

陕西”建设，按照“5+N”模式开展

“道德讲堂”活动，结合社区“共驻共

建”党建工作要求，开展志愿服务进

社区活动，围绕科学、健康、文明、低

碳、节约的生活方式开展“讲文明、

树新风”活动，着眼传承文明、引领

风尚开展网络文明传播活动，干部

职工在活动中进一步净化了心灵、

提升了境界。

白河县财政局以文明为动力，绘

就了“文明促发展”的精美画卷，连续

多年在全县部门综合考评中名列前

茅，连续6年被县人大授予“人民满意

单位”，先后荣获“省级卫生先进单

位”“陕西省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和

“省级公务员示范单位”荣誉称号。

近年来，陕西省白河县委、县政府

将新民风建设作为强基固本的民心工

程，紧紧围绕“一年初见效，两年大变

样，三年成新风”目标，精心谋划、创新

施策、梯次推进，深耕厚植新民风，为

社会发展积蓄了强大的精神动能。

移风易俗
革除陋习扬新风

以整治民风积弊为突破口，对

人情送礼、打牌赌博“两股歪风”实

行专项整治，通过破立兼施、疏堵并

举，彻底刹住不良风气，劲吹文明节

俭新风。划定纪律“红线”，严肃监

督问责，促使党员干部身先垂范。移

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强化违约惩

戒，广泛宣扬倡导，组织签名承诺，

引导群众健康向上。将抵制“两股歪

风”与评先争优挂钩，倒逼贫困户远

离陋习、勤奋脱贫。将移风易俗融入

青少年德育工作，注重习惯养成，以

“小手拉大手”助推新民风培育形

成。全县累计签订抵制“两股歪风”

承诺书 5 万余份，查处涉赌案件 73

起，治安处罚 331 人。同时，镇村坚

持“以会治理”，着力建强红白理事

会队伍，科学订立制度章程，规范管

理运行，做到红白喜事全程监督、介

入引导，促使新事新办在农村蔚然

成风。

文明创建
让文明“点亮”生活

按照全域创建、巩固提升的思路，

深入开展文明创建活动，全县新民风

示范镇创建全覆盖，此外，共培育打造

了82个示范村、65个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进社区示范点、74个县级以上文

明村镇；持续推进“美丽乡村、文明家

园”建设，以村容村貌治理为重点，大

力改善人居环境，累计投资 1.8 亿元，

建成71个“美丽乡村·文明家园”示范

村，群众幸福指数不断攀升；大力激发

基层创先争优热情，践行“诚孝俭勤

和”的先进典型不断涌现，全县共选树

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新民风先进个

人、自强标兵等典型 2000 余人，评选

“最美家庭”“美丽家园”示范户 1300

余户，“十星级文明户”评选实现了全

覆盖；大力开展“邻里守望”、爱心互助

等志愿服务行动，白河县清风社区被

评为“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文化宣教

提振群众“精气神”

精心选拔宣讲人才，组建“水色白

河”理论宣讲团，利用“理论宣讲+文

艺演出+百姓故事+现场互动”的模

式，以群众语言讲政策理论，以身边故

事教育身边群众，让党的政策理论“飞

入寻常百姓家”。“水色白河”宣讲团被

中宣部评为“2018 年全国基层理论宣

讲先进集体”。

依托“理论+”平台，围绕新民风、

脱贫攻坚等群众关切的热门话题，精

心设计穿插民俗展演、本土节目、有奖

竞答等环节，将理论宣讲与文艺熏陶

有机融合，形成立体化、趣味性宣教模

式，《新民风助力脱贫》《扶贫趣事》《扶

贫路上有红薯》等优秀文艺作品，受到

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

发挥家庭基础教化作用，广泛开

展“优秀家规家训征集评选”“传家训、

守家规、正家风”等主题活动，推广“白

河黄氏家规”，以黄家大院、桥儿沟文

化旅游街区为重点，建立家规家训教

育基地，推进家风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公益片《家风正，方可行远》在省市媒

体热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三治融合”
破解民风治理难题

积极推进“三治融合”，狠抓“一约四

会”建设，发挥村民自治作用，常态化开展

督查指导，纳入目标考核重点内容，通过

疏堵并举、综合施策，确保各类组织管理

有序、规范运行，努力打造乡村善治局面。

扎实推动“说论亮”道德评议制度

化、常态化、规范化，引导群众明礼向善、

见贤思齐，累计开展道德评议855场次，

评议先进典型1468例，教育转化反面典

型432例,734名群众主动退出贫困户。

完善基层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

制，深化普法宣传教育，培育群众办事

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

矛盾靠法的法治思维，以法治建设护

航民风治理。强力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行动，严打整治“村霸”、宗族恶势力

犯罪，共破获涉恶类案件 59 起，移送

起诉32人，治安处罚78人。

清风徐来，乡土蝶变，“诚孝俭勤

和”如春风化雨般，滋润着白河的一草

一木，新民风劲吹的绿水青山间，百姓

的美好生活正悄然展开。

绘就“文明促发展”的财政画卷
——陕西省白河县财政局文明创建工作掠影
袁长青

让文明之花绚丽绽放
——陕西高速集团白泉分公司白河管理所文明创建工作纪实
邝文

大医精诚患者至上
——陕西省白河县人民医院文明创建侧记
陈敦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