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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新闻图片摄影赛

九寨沟杯
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

九寨沟风景名胜管理局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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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全力推进文明城市创建，

绝不是为了创建而创建，也不是简

单为了一块牌子，而是要通过创建

工作，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

数、社会的文明程度，促进城市‘软

实力’的不断提升。”宜宾市市长杜

紫平说。正如杜紫平所言，在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中，宜宾努力探索

基层治理新模式，创新城市精细化

管理方式，为文明立法、“双包双

保”、非法小广告清理整治行动……

一项项有力举措，不断提升居民文

明素质，不断增强居民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

为文明立法提升市民
文明素养

高空抛物、遛狗不牵绳、在景区

涂污等不文明行为以后在宜宾要被

处罚了。为提升市民文明素养与社

会文明水平，宜宾市成立起草组，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宜宾实际，经

多次修改于 6 月 28 日完成《宜宾市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以下简

称草案）。

据宜宾市文明办工作人员张兰

介绍，草案共 6章 32 条，含总则、倡

导与鼓励、重点治理、促进与保障、

法律责任及附则等，既体现了宜宾

特色，又注重可操作性，目前已完成

市人大常委会一审，预计年底将完

成三审，明年初将提请省人大常委

会批准。

前期工作中，为了使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更符合民心、体现民意，起草

组开展了公共交通、公共秩序、公共

环境、社区文明、文明旅游、公序良

俗等主题调研活动，列出市民不文

明行为的“清单”。同时，开展了两次

问卷调查及“宜宾人眼中十大‘最不

文明行为’”网络投票活动，对不文

明行为进行摸底调查，为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的起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依据。

记者看到，草案对各种不文明行

为明确了责任单位和需要承担的法

律后果。比如，对在当地人民政府禁

止的时段和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

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的，由

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没收烧烤

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 500 元以上

20000元以下的罚款。

“文明行为促进立法工作对于

我市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市民

文明素养与社会文明水平，助力加

快建成全省经济副中心具有重要

意义。”宜宾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

表示。

“双包双保”让群众得
实惠

“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我们，能解

决的我们尽量为你解决。”9 月 11

日，中秋节前，当记者在临港经开区

沙坪街道志城社区见到民建宜宾市

委机关工作人员张军时，他正拎着

印有“我与文明同行”字样的月饼礼

盒，和志城社区党委副书记陈磊一

起来到社区特困户王乾洪的家开展

走访慰问活动。

今年5月，民建宜宾市委对接包

保社区志城社区，与宜宾金川电子有

限责任公司一道成为志城社区包保

单位。成为包保单位后，民建宜宾市

委设置意见箱，收集居民意见、问题。

“可以解决的问题，及时处理并反馈

到社区。不能解决的问题，积极协调、

主动对接社区和相关部门（单位）予

以解决。”张军说道。 (下转B2版)

文明城市创建不是简单为了一块牌子
——四川省宜宾市创新城市精细化管理为老百姓办实事谋福利

本报记者 漆世平

为让退休职工老有所乐、老

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养，贵

州茅台集团针对退休职工多的

实际，经常组织大家学习、旅游、

疗养等，让他们真正感受到来自

企业的温暖。与此同时，退休职

工做到了退休不褪色、退休不忘

本，积极为企业的兴旺发展献计

献策、发挥余热。图为退休职工

自编自演节目，在国庆节和重阳

节期间表演，表达爱国爱党爱企

业的情怀。 杨初 摄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是青海省

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俗称“河南

蒙旗”。近年来，河南县对内凝聚

力量、对外讲好故事，努力构筑河

南“精神高地”，生动展现了河南

县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以及加快脱贫攻坚步伐、力促

民族团结进步、抓好生态文明建

设进程中的新风采新作为，为河

南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

强有力的思想保证、舆论支持和

精神动力。

扛起精神文明建设责任，理论

武装浓墨重彩。河南县努力打造文

明县城，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

水平，注重理论学习、理论宣传，严

格落实县委中心组学习制度，认真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中央和省、州、县委重要会

议精神，党章及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等内容。抓好“书记讲

堂”“干部讲堂”“道德讲堂”的同时，

成立“牧区红”宣讲团，通过以讲促

学创新理论实践方法。着力打造

“123456”模式，有效破解教育形式

单一、学习时间和场所限制等难题，

实现了党员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

党员拓展，从集中性向经常性延伸，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有力的政策措

施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各项任务，

为推动全县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提供

了有力的思想保障。

狠抓文明创建纵深发展，文化

阵地不断延伸。河南县以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以

提高牧民素质和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新牧区为目标，以创建“五星级

文明户”为基础，着力转变农牧民

群众保守陈旧的思想观念和陈规

陋习。坚持“以点带面、分类实施”

思路推进乡风文明和家庭家教家

风建设，推动移风易俗，乡风文明

程度不断提高，形成高原美丽乡村

建设同精神文明相融合、共促进、

同成长的大格局。扎实推进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学校、

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狠抓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打造内容新

颖、内涵丰富的文化墙、文化活动

场所，让广大牧民在潜移默化中受

到教育和熏陶。注重传统文化保护

传承，立足牧区资源和特色，加大

民族文化传承保护。推进牧区生活

垃圾专项治理，大力营造清新环

境，整治脏乱差，坚持开展县、乡、

村每月 26日卫生整治活动，常态化

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继续

巩固“白色污染”治理成果，全民环

境保护意识不断提高。实行县级党

政主要领导“鼠虫害”和“黑土滩”

治理责任田挂牌。与青海大学签订

草原生态保护与科技创新合作协

议，强化生态保护科技支撑。出台

一系列方案和条例，引导提高农牧

民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和农牧区社

会文明程度，推动牧区精神文明建

设上新台阶。

深化先进典型选树，凝聚崇德

向善的正能量。河南县把选树先进

典型作为宣传思想和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重要内容，启动感动河南十大

“最美人物”评选活动，广泛宣传了

好基层干部、十余载爱心捐助寒门

学子和困难家庭的桑德合、好“曼

巴”医者仁心的杨春霞、“好阿爸”索

南昂杰的感人事迹，凝聚了崇德向

善的强大正能量。当毛被授予“全国

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阿什加被评

为全国“两学一做”先进典型称号；

旦正卓玛小朋友被共青团省委评为

“高原好少年”荣誉称号；索南家庭

被评为首届“全国文明家庭”，还有

尕布龙、加羊、桑德合、拉毛才让等

先进典型闪耀于青海高原的“精神

高地”上。评选出2016-2018年度县

级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39

个，州级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

校园 31个，河南县连续五届被评为

省级“文明县城”。

夯实宣传载体营造创建氛围，

助力打造河南品牌。河南县在开展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同时，

注重网络传播的重要性，坚持线上

线下共同发力，利用“美丽河南”微

信公众平台，积极传播正能量，聚焦

身边榜样，弘扬新风正气，大力宣传

暖心故事、爱心行动、感动人物、身

边典型等，进一步形成崇德向善的

良好氛围。

党政领导与文明建设

筑牢精神新高地打造高原文明新气象
中共河南县委书记 司吉昇

新闻提示：近年来，四

川宜宾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立足

“创建为民、创建利民、创建

惠民”理念，坚持把群众满

意作为文明城市创建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从群众最关

心的问题抓起，从群众反映

最强烈的问题改起，创新城

市精细化管理方式，真心实

意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解难事，使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 成 为 民 生 工 程 、惠 民 工

程、幸福工程，成功营造了

全市人民知晓、支持、参与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良好

氛围。

本报讯（杨阳）近日，广西南宁

市新增 10 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为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新的、

有力的主阵地和大平台。日前，广

西南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揭牌

仪式在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教育

基地举行。当日，市直各单位、青秀

区各单位党员干部，青秀区中小学

校长等参加了揭牌仪式。在黄大年

同志先进事迹教育基地所在的南

宁市园湖路小学，师生们合唱《我

和我的祖国》、诗歌朗诵《忆大年》，

怀念黄大年，感受他的家国情怀和

奉献精神。

为弘扬大年精神，传承爱国情

怀，学习时代楷模，南宁市园湖路小

学发挥黄大年母校的优势，于 2017

年 11 月建成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

教育基地，包括黄大年先进事迹陈

列室和“启明星”科技长廊。陈列室

建筑面积约 100平方米，通过 57件

实物和 137 幅图片，展现了黄大年

生平简介、成长历程、生前用品、科

研成果等内容。

据悉，10 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分别是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教育基

地、南宁警察博物馆、马山县那马革

命老区、南宁市近现代国防历史文

化陈列馆、横县博物馆、横县平马镇

中心学校、上林县南陔革命旧址、武

鸣区狮子山公园、“中国好人”韦曰

坚纪念馆、南宁市第五中学。

南宁新增10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本报讯（韩婷）第十

三届合肥国际文化博览

会将于 10月 25—28日

举行。今年的合肥文博

会将围绕“创意文化，引

领美好生活”为主题，进

一步扩大影响、提升品

质、增强实效。

据了解，今年主会

场的展览面积是历届最

大，展出内容也是历届

最多。主展馆——文化

产业综合展将用23000

平方米分别展示文化科

技融合展、创客空间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文

化旅游融合展、文化体

育展、特色文化街区展、

战新基地展、县（市）区

文化产业综合展、阅读

空间展、博物馆文创产

品展、安徽省辖市特色

文化产业展。

本届文博会，除了

滨湖会展中心主会场的

5大重点展区邀请近千

家国内外文创企业、机

构参展外，还将举办中国（合肥）融媒

体创新大会、安徽省创意文化集聚发

展合肥基地投融资项目推介发布暨项

目签约会等交流活动。同时，各个分会

场也将举办系列文化惠民活动。

本届文博会采取“1+N”的办展模

式，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为主会场，

县（市）区、开发区设置14个分会场，

举办系列文化惠民活动，内容也相当

丰富。

其中，6 号展馆将展出全国工艺

美术精品展，邀请国家级、省级工艺

美术大师参展，集中展示代表我国目

前高端的工艺美术精品，并通过外省

的一些工艺美术行业学会、机构，组

织当地的工艺美术大师携带工艺美

术展品组团参加。7号展馆展出2019

合肥文创旅游商品博览会，将集中展

示全国具有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的

旅游商品，促进合肥市文创旅游商品

产业发展。

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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