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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创建 全力创建 全民创建 全域创建
——海南三亚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呈现崭新局面

张军建 王学章 本报记者 陈昌伟

一次世界盛会的成功举办，考验

的是举办城市的文明程度。随着军运

会的脚步临近，武汉的城市文明建设

也加快了步伐。

公共晾晒区
取代路边“万国旗”

“以前我经常在外面牵绳子晒衣

服被子，社区开辟公共晾晒区后，我

慢慢习惯了在公共晾衣架晒衣被，自

己也成了‘美丽晾晒’宣传员。军运

会马上要召开，我们作为东道主，有

责任让家乡变得更美好。”8 月 30

日，硚口区宗关社区居民杨红霞这样

讲述自己的新变化。

宗关社区是集老旧小区和新型

小区为一体的综合型社区，社区书

记、妇联主席喻蓓介绍说，老旧小

区楼房聚集，无阳光，晒衣物是难

题，“以前居民在树上牵绳子晒，

在健身器材和文化长廊上晒，尤其

到 了 周 末 ，沿 河 大 道‘ 彩 旗 飘

扬’”。社区启用惠民资金打造了

生活街区，同时设置了 400 多平米

的公共晾晒区。“‘万国旗’飘扬的

景象消失了！”

据武汉市妇联的统计，武汉全

市组建了巾帼劝导队 1305 支，组织

推广“美丽晾晒”。全市 368 个社区

（村）各配备了一台简易烘干设备。

路上禁行绳没了
文明通行成了习惯

一座城市最基本的文明，往往体

现在通行的安全有序上。

2019年元旦，武汉划出总长100

公里的 18 条道路为停车秩序示范

路。2 月 1 日，在这 18 条路上违法停

车的，一次记3分并罚款200元。

在 这 些 严 管 路 ，交 警 对 面 包

车、客车及危化品运输车一律拦车

检查；对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违

禁通行的，一律现场教育、罚款；

对应急通道、人行横道线、公交车

站等七类部位违停的，一律依法拖

移车辆……

实施8个月严管，这18条示范路

上机动车乱停乱放的现象基本绝迹。

执法“严值”换来道路“颜值”，市民

们发现路好走了，沿路标识更清晰

了，人们的规则意识提高了。

据武汉市交管局统计，今年以

来，武汉新增200套电子眼抓拍不礼

让斑马线的违法行为，截至目前，该

违法处罚量同比下降了21.6%。

2017 年起启动的“警校家”护安

保畅工作，让孩子们的学途平安畅

通。如今，全市 125 个“警校家”护安

保畅岗上，900 多名老师和家长，与

交警共同维护学校周边交通秩序。全

市 71 所临街学校门前路段，上学高

峰时段拥堵警情平均下降78%，交通

秩序明显好转。

在行人文明方面，一年来武汉市

交管部门联系市文明办，对不文明现

象进行了长时间的集中管理，行人闯

红灯、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的情况大幅

减少。

在民族大道与南湖大道交汇口，

四条斑马线入口有一根“机器拉绳系

统”，每当红灯亮起，系统会将拉绳落

下，语音随之提醒市民禁止通行；绿

灯亮起，绳子自动上移放行。系统运

行一年多后，周边居民发现，系统语

音提示还在，但绳子不见了。

据东湖高新交通大队介绍，随着

文明过马路的意识深入人心，行人看

灯行路，所以机器拉绳“退休”了。

145万志愿者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从街边小巷到闹市路口，志愿者

成为城市文明的传播者。截至目前，

武汉市注册实名认证志愿者总数超

145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13.5%，志

愿服务组织 6567 个，累计志愿服务

时长623万小时。

8月 31日，汉阳大道和江城大道

交汇路口，车流如织，每次红绿灯交

替不过1分钟。志愿者袁琳及时扬起

引导旗，引导行人安全通行，一天下

来要挥动小旗上千次。这是她参加

“四个百万”迎军运培训后，走上街

头的具体实践。

从3月起，武汉市开展百万市民

讲礼仪、百万家庭洁家园、百万志愿

者展风采、百万职工作贡献等“四个

百万”行动，全体市民积极响应。像

袁琳一样，越来越多的市民争做文明

有礼武汉人，当好东道主。武汉成为

一座“志愿者之城”。

截至目前，武汉市共招募了 20

万名城市志愿者，在军运会举办期

间，参与文明礼仪、清洁家园、文明

交通、信息咨询、平安军运、文化宣

传、应急救护、社区关爱等八类志愿

服务。

“做志愿者帮助了别人，快乐自

己。”江岸区塔子湖街76岁李金生老

人，带动全家 28 人加入到军运会志

愿者队伍，年纪最小的才6岁。

全国道德模范、武汉市功勋市民

吴天祥也报名成为了城市志愿者，

“军运会值得每个武汉人骄傲自豪，

但真正的骄傲自豪，是各国健儿归

国后，评价武汉办了一场历史上最

好的军运会。”他表示，武汉的志愿

者们有信心给各国来宾展现美好的

武汉形象。

（据《长江日报》）

盛会为镜，映出武汉城市文明新高度

巴中市文明办
和爱心企业走进
特殊教育学校献爱心

本报讯（谢艳阳）9月 10日，四川

省巴中市文明办副主任牟国云、恩阳

区文明办主任张宁、巴中天鹤服饰有

限公司总经理杜江兰等一行人走进

恩阳区巴中市特殊教育学校开展了

“情系教师节 爱心助特教”主题爱心

捐赠活动。

此次活动，爱心企业天鹤服饰有

限公司捐赠踏花被、衬衣、T恤、毛巾

等物品共计4.8万元。“第一次到这个

学校，看到孩子们尽管有不同的特殊

情况，学习和生活都那么艰难，但他

们仍学得认真。而老师们更是优秀，

有才华，有耐心，不计较艰辛付出心

血，善良对待每个孩子。这些都让我

感动。我们此次捐赠只是尽点微力，

以后我们还会常来，并号召一些爱心

企业同来，一起来关注这些孩子和老

师。”杜江兰说。

捐赠会上，巴中市特殊教育学校

校长马辉武介绍，巴中市特殊教育学

校现有学生 107 人。学校秉承“文化

教育是基础、生活教育是关键、艺术

教育是亮点、康复教育是特色”的办

学思路，从“改变行为陋习、做正常学

子”的养成入手，把“培养好习惯”作

为生活教育必修课，把“艺木培育”作

为康复补偿课，把“心理康复”作为成

长教育主导课，辅以差异化、个别化

教学，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够最大限度

地得到教育和进步。

牟国云在捐赠会上发出倡议，他

说：“特教学校的孩子需要更多人给

予帮助和关注，为他们营造更美更好

更温馨的教学环境。”

本报讯（李林晅)为汇聚

向上向善的强大精神力量，

充分发挥榜样人物示范引领

作用，近日，四川省遂宁市启

动了“2019 年度感动遂宁十

大人物”评选活动。

评选活动以“感动公众、

感动遂宁”为主题，评选时间

为 8 月-12 月，分为组织申

报阶段、综合评审阶段、总结

表扬阶段以及宣传展示阶

段。评选范围为在本年度工

作、生活和人际交往中品德

高尚、事迹突出、群众公认的

遂宁籍或长期在遂宁工作生

活的非遂宁籍人士，不受性

别、年龄、户籍、职业限制，本

年度符合条件的已故人员也

可以参与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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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尚维）四川省资阳市近

日启动 100 场创建文明城市文艺巡演

进社区活动，通过文艺演出、有奖竞答、

故事讲述、主题宣传等形式普及公共文

明礼仪、文明城市创建常识，潜移默化

地提升市民文明意识，让共创共建共享

理念深入人心。

资阳组建了两支文艺志愿服务队，

共创作60余个具有资阳特色、紧贴群众

生活的主题文艺节目，如快板《公交车上

话文明》、表演唱《文明在哪里》、相声

《说养犬》等，深入社区、院落等开展100

场文明主题巡演。每场文艺演出穿插设

置2轮答题环节，10道文明竞答题，吸引

群众积极参与。

为提升文明巡演成效，结合巡演还组

织了志愿者、“身边好人”以自我分享、故

事讲述、情景表演再现身边模范的感人事

迹，并举办道德模范事迹巡展，激励广大

市民见贤思齐、崇德向善。图为群众认真

观看小品表演

资阳：百场创建
文明城市文艺巡演进社区

日前，天津滨海新区城管委发布

消息称，创建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

来，新区城市行政管理部门加大了对

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禁烟场所吸烟、

张贴广告等不文明行为的处罚力度，

8月共责令整改违法行为2394次，开

出不文明罚单158张。

根据城管委统计，5月1日《天津

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实行以来，截

至8月底，新区城市管理部门一共开

出不文明罚单296张。尤其新区启动

百日攻坚行动之后，各开发区、街镇

综合执法部门等本着综合治理、疏堵

结合、标本兼治的原则，重拳出击，集

中治理不文明行为。

8月1日至8月31日，针对随地吐

痰、随处便溺、违规垃圾等不文明行为，

开展行政检查2600余次，责令改正违

法行为550次，下达简易程序处罚决

定118件；针对在禁止吸烟的场所和

区域吸烟不听劝阻的不文明行为，开

展行政检查2300余次，责令改正违法

行为536次，下达简易程序处罚决定32

件；针对乱涂、乱画、乱刻和随意张贴、

喷涂广告的及毁坏环境卫生设施或者

损害树木花草的不文明行为，开展行

政检查2800余次，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684次，下达简易程序处罚决定4件。

新区城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创建百日攻坚行动期间，新区城市管

理部门将对照任务清单，继续加大对

不文明行为的巡查和处罚力度，精准

发力，助力创文。 （据人民网）

天津滨海新区城管委

对不文明行为处罚力度再加大

去年以来，海南省三亚市委、市

政府，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巩固

国家卫生城市为抓手，以建设自由

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为动力，坚持全面创建、全力创建、

全民创建、全域创建，全市领导干

部以上率下，部门整体联动，群众

广泛参与，文明创建工作呈现崭新

局面。

全面创建 塑形育人

三亚市把深化社会文明大行

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巩固国家卫

生城市作为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最基本、最基

础的工作。坚持以“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全力推进

35个破损山体修复，破损山体重披

绿装。开展对全市 11条河流水污染

治理，让受污染河流再现清波。重点

对老城区道路沿线启动立面改造，

增加城区魅力；美化、绿化、彩化城

市道路景观，亮化城市夜景灯光，城

市颜值和品质全面提升。加大文化

惠民力度，通过崖州民歌、海棠琼剧

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公益广告遍布城市每个角落，潜

移默化中让市民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广泛开展文明旅游、文明家庭、

文明校园、文明单位等创建评选活

动。动员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更深入

地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用市民身边的典型引领价值追

求，引导群众对照典型修正言行，择

善而从。深化法律普及、文明礼仪、

诚信践诺、志愿服务等文明实践活

动，促进全面创建、全力创建、全民

创建、全域创建，全面提升城市核心

竞争力，提升市民群众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全力创建 领导挂帅

为了搞好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三亚市委、市政府高位推进，省

委常委、市委书记童道驰部署召开

动员会，要求以全国文明城市测评

体系和国家卫生城市标准为抓手

提升三亚各项建设水平。形成了一

把手亲自抓、市四套班子合力抓、

全市上下齐心抓的新格局。建立健

全“片长+网格长+12345 政府服务

热线”的网格化管理机制，将全市

划分为 16 个大片区、67 个小片区、

408 个网格。从市级领导到社区网

格员，层层肩上背责任，全员都是

战斗员。在创建工作中，市委书记、

市长督促实施，市、区两级领导每

周下沉到自己的责任网格，发现问

题 并 及 时 解 决 问 题 。市 、区 两 级

12345 指挥中心通过大数据智能管

理平台提高工作效率，12345 热线

平均每天受理投诉办件 1000 件左

右。全市 700 多名网格员每天走街

入户，了解百姓需求、解决群众难

题。通过以测促改，严格压实网格

责任，每季度邀请第三方对全市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模

拟测评，成绩排名末位的责任单位

将被公开问责。

全民创建 惠民利民

三亚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创建为民、创建惠民、创建靠民，

推动文明创建与民生福祉互促共

进。对全市的 197 个“三无小区”启

动全面改造，逐渐更换小区供水、消

防、电力系统，统一安装智能充电

桩，增加绿化、文体设施、物业管理

等，持续改善小区环境。在改造背街

小巷过程中，特别注重增设便民服

务点、服务区和便民早夜市方便居

民，既保障了商贩生计，又保证了市

容市貌。截至目前，三亚市已投入

8700多万元，对全市32家农贸市场

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使全市农贸

市场面貌焕然一新。

同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文

明楼道创建活动，今年拟创建 1000

个文明楼道。通过活动，居民们主动

开展清洁家园工作、参与志愿服务。

今年 1 月，三亚对 2018 年度 11 名

“三亚好人”、12名“文明候鸟”进行

了表彰，在三亚引导形成“学习好

人、礼遇好人、争当好人”的良好

氛围。

全域创建 以城带乡

三亚市的创建之路没有仅仅停

留在城市，而是主动向农村延伸，努

力形成城乡一体、共创共建的全域

文明创建新格局。三亚以加强红白

理事会建设为抓手，全力推进农村

移风易俗工作，遏制农村多年来形

成的陈规陋习，使大操大办、铺张浪

费、人情攀比的不良风气得到扭

转，搬开压在村民身上沉重的经济

压力和精神负担。去年6月底，三亚

92个行政村红白理事会全部挂牌。

“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得到了广大

村民的真心拥护。广泛开展“星级

文明户”“文明卫生户”“美丽庭院”

“好媳妇”“好婆婆”等村民喜闻乐

见的先进典型评选，通过村民评

议、学习身边先进，提升村民素质，

培育文明基因，让美丽乡村既美了

“面子”、更美了“里子”。吉阳区大

茅村通过抓党建，治理软弱涣散党

支部，组织农村志愿服务队、文明

劝导队引导农民自我约束、自我服

务、自我提升，设立了“农村清洁

日”。从点到面，如今，全市 491 个

自然村全部成立了农村志愿服务

队、文明劝导队，到了约定好的每

月一天的清洁日，全村老少齐上

阵，清洁乡村、扮美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