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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文明太原城 建美丽万柏林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综述

万柏林区积极采取多种形式和

途径，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参与创建

工作，并重视和充分调动市民的积极

性、主动性，在全区营造了“全民创

建、全域创建”的浓厚氛围。通过多

渠道、多层次、全方位的宣传活动，

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进

农村，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作为基础工程和灵魂工程，贯穿

文明城市创建全过程、全领域。精心

打造 30 余条示范街巷，全部由全省

一流的设计公司进行设计，融合了包

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德楷模、

时代新人、万柏林故事、万柏林风光

等多种文化元素，打造了集文化、历

史、绿化、美化为一体的多样性街巷

文化，呈现出鲜明的“万柏林特色”。

广泛发动干部群众参加全区“最

美时代新人”评选活动，结合创建工

作，选树时代新人 100 名；全面推进

“道德讲堂”建设，以身边好人、道德模

范、时代楷模引领和带动全社会践行

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新风尚，为城市

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道德

滋养。开展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担

复兴大任、做时代新人”“办好二青会、

建设文明城”等为主题的宣传活动，组

织志愿者开展文明劝导、助老扶幼、家

政服务、亲情关爱等志愿活动，为文明

城市创建提供良好的服务。圆满举办

了“二青会”火炬接力、“翰墨丹青颂祖

国”大型书画展和“奋进新时代，放歌

万柏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大合唱等活动，进一步凝聚了全

区人民建设文明、开放、富裕、美丽万

柏林的磅礴力量。

近年来，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委、区政府

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作为当前首要的政治

任务来抓，高点站位、坚定信心，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以“五大行动”为统领，以“四大片区”为抓

手，以“三化工程”为载体，通过“五三三”工作机

制的落实，按照“严、细、实、常、长、特、优”七字

标准，加大精细化管理，扎实推进创建工作，持

续加大“九乱”整治和“十三个专项攻坚行动”力

度，取得了阶段性的良好成效。

为了明确各单位、部门、乡街的

职责，万柏林区及时成立了由区领导

班子主要成员组成的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总指挥部，下设6个分指挥部和

综合协调办公室，形成了机构健全、

人员到位、责任明确的领导机制和工

作机制。为加强创建活动日常的组

织、协调和指导工作，建立了区创建

指挥部工作会议、区创建指挥部工作

半月例会、区创城办工作周例会的三

级会议制度，及时听取汇报、分析情

况、解决问题、落实整改，保障了创

城工作有序运转。

强化责任落实。该区把创建工作

纳入各单位目标考核体系，分别占到

了目标综合考核的5%（乡街）和10%

（机关）；细化指标，分解落实到全区

所有机关单位，落实到每个领导班子

和每个班子成员。制订了《万柏林区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考核奖惩办法》，

开列了“负面清单”，启动了问责问效

机制，不断压实工作责任。建立了由

区创建督查组实施综合督查和相关

牵头单位实施日常督查的两级联动

督查机制，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的作用，积极开展督查和调研活

动。注重社会力量的监督，开展文明

巡访员和“啄木鸟”行动，发展巡访员

2709人，对不文明现象进行曝光，动

员社会力量推动创建任务落到实处。

加强机制建设。该区着力构建

“五三三”工作机制，推行“三个一”

工作法，充分调动全区各领域创建工

作的积极性，掀起创建工作新高潮。

“五三三”工作机制，即以发挥创建

工作指导员、督导员、文明巡访员、

宣传员、联创员“五大员”推进作用

为手段，彰显创建工作的政治和组织

优势，争做创建工作践行者；以开展

“争做创城急先锋、我是创城主人

翁、时代新人在创城”三项活动引

领，在创建一线体现党员干部的先锋

模范作用；以建立周通报、考核、奖

罚“三项制度”为保障，调动市民参

与创建工作积极性，拓展先进典型在

创建一线的影响力。“三个一”工作

法，即各乡街、各部门坚持每月对所

辖村、社区进行一次调研活动，组织

召开一次党委中心组(扩大)会议学

习创建标准，对辖区创建工作重点、

难点问题进行一次专题研究，确保创

建工作有序、精准、规范推进。

抓素质教育，提升居民群众文明程度。

街道、社区干部及广大宣传员、志愿者通过

集中宣传和走家串户宣传等多种形式，发

放宣传品及倡议书 140 余万份；开展文明

礼让宣传教育活动，选评“道德楷模”，在全

区形成学文明礼仪、守文明公德、做文明市

民的风气；实施“与美丽同行，做文明万柏

林人”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市民遵守城市规

则，从我做起，践行文明行为，做最美万柏

林人；开展“诚信万柏林”系列活动，利用

“3·15”消费者权益日、“食品安全宣传周”

开展集中宣传教育活动，评选诚信企业、商

户、窗口单位。同时，大力开展志愿者服务

活动，推进志愿者服务制度化、常态化。开

展文明巡访志愿服务活动，组建区、乡(街

道)、社区(农村)三级文明巡访员队伍，引入

群众监督机制，负责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

巡访、检查、监督、宣传等工作，搭建市民参

与创建工作平台；推动“时代新人志愿者服

务联盟”常态性工作，集中深入开展志愿者

活动，引导各类群体广泛参与志愿服务活

动，不断推动志愿者服务常态化、长效化，

打造全市志愿者服务品牌，为创建工作奠

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坚持政企联建，营造全民创建氛围。本

着“资源共享、共驻共建”的原则，号召和动

员全区驻地单位积极参与创建活动，共同推

进创建工作。召集全区21家规模以上企业、

5 家高校、5 家科研院所、15 个乡街相关负

责人召开了企事业单位创建工作安排部署

会，明确创建责任和推进措施。区领导带队

深入一批重点企业进行调研，了解创建工作

开展情况及困难，协调解决具体问题，社会

参与程度明显提升。例如，在彭西一巷的整

治过程中，恒大集团出资100万元重新铺设

道路两侧便道；汾西重工出资20万元整修、

更新汾机单身楼和裸露破烂管道；晋机出资

5万元喷新道外墙补种绿篱等等。南寒街道

多次邀请驻地企业主要领导召开现场会，现

场调整整治方案，列出整改清单，西山煤电

集团已投入700万元整治老旧小区、背街小

巷。全区通过开展诚信体系及诚信制度化建

设、召开全区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创

建工作交流会、选树典型和集中检查等措

施，有效推动了社会单位的创建工作，凝聚

了创建工作的整体合力。

发挥群众智慧，着力破解难题。在无物

业管理小区的整治过程中，面对无物业管理

存在的诸多问题，万柏林区委、区政府担当

作为、迎难而上，从解决居民最关心的现实

问题出发，把改善居住环境和破解小区治理

难题同步推进。同时，充分发挥群众在创建

工作中的主体作用，积极鼓励社区居民实现

自我管理、自我约束，探索一条适合本小区

和谐发展的新路子，积极拓展社会化小区治

理新思路，充分汲取群众智慧，成立“业委

会”“居民议事会”等组织，实现小区的“居

民自治”，打造了兴龙苑小区、建机小区、坡

道楼小区、玉园翠景小区、市建工程公司小

区等 20余个无物业管理的居民自治小区，

取得了良好成效，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

创建工作是一场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只有更好、没有最好的全民马拉松赛。万柏

林区积极引导市民全程参与到文明创建工

作，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把创建

文明城市的过程升华为提高市民文明素质

的过程，打造一项“素质提升工程”；继续深

入开展“三化”工作，着眼于城市管理的常态

化、精细化和广大群众的满意度，建设美丽

万柏林，打造一项“民心工程”；坚持“创建

为民”，规范社会秩序，以便捷高效的社会服

务让群众有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打造一

项“德政工程”，全力推进全区城市文明创建

水平迈上更高台阶。

（万柏林区创城指挥部综合协调办公
室供稿）

“三化”引领促创建。万柏林

区实施城市美化、亮化、精细化

“三化”工程，并以此为引领，先

期实施，带动创建工作的开展。

从城市管理最薄弱的环节入手，

从最关键的问题突破，以重点整

治带动全面改善，以集中治理带

动长效管理，对违规设置广告牌

匾以及影响市容观瞻的商业性楼

体广告设施依法予以拆除；对楼

体商业广告依据实际情况分类进

行规范、提档、美化、亮化；对建

筑物外立面整治项目分为党政机

关、高校院所、驻地国企，破产企

业、公益性设施建筑，困难企业

ABC 三类，实行差异化财政投

入，实现了资金使用的高效节

约；坚持应亮尽亮的原则，对标

志性建筑、楼宇、商场、人流量大

的街道进行灯光亮化，形成了多

层次、立体化，具有现代文明气

息的灯饰亮化景观，彰显美丽万

柏林的城市“三化”新品牌形象。

突出重点促创建。万柏林区

把打好“九乱”整治和“十三个专

项攻坚行动”攻坚战作为工作的

重中之重，采取有力措施强力推

进。“九乱”整治中，重点整治的

133 条背街小巷，已高标准打造

29 个示范点，已整治完成 123

条；文明交通综合整治，通过科

学规划通行线路、挖掘停车资源

潜能、强化执法管理等措施，有

效解决了停车难、交通拥堵等问

题；老旧小区整治，已整治完成

138个，其它小区全面开工，15个

示范小区整治工作已经完成；对

全区 12 个集贸市场全面进行整

治，已打造玉门河菜市场、九州

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等 5 个示范

点，成为利民、惠民的民生市场；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九院新村、

小西铭村等农村环境整治工作成

效显著。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并

实施了精细化管理、城管执法力

量统一调度、通过曝光视频发现

问题等一系列好的做法，出台了

《万柏林区精细化管理实施方

案》《老旧小区环境乱象专项整

治工作方案》《户外公益广告设

施设置阵地专项规划》等相关实

施办法，推行街路长制、小巷管

家、万管家等管理制度，建立“门

前三包”共建共管责任机制，制

作并下发各乡街门前三包星级公

示牌 11000 余个，坚持每周进行

精细化考核，推动“星级评定”奖

惩制度的落实；交通、窗口单位

服务、背街小巷、违法小广告等

多项整治工作走在了全市前列。

示范引领促创建。按照“严、

细、实、常、长、特、优”七字标准，

万柏林区树立了兴华街道和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两个先进典型，要

求全区各单位、各部门主动对标

先进典型，以标准促规范，以标杆

为引领，提升全区创建工作水平

和创建成果，全区精心打造各类

整治典型60余个，做到了既全面

开花，又突出重点，既示范引领，

又整体推进。同时，注重联片打

造，在整治老旧小区的同时，背街

小巷、文明交通等项目同步整治。

聚创建氛围
营造奋发向上的社会风尚

搭创建载体
着力改善区域环境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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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创建机制
增强工作自觉性和责任感

张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