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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倩 通讯员张燕

“一把手”工程 强力保障创城攻坚

今年创城工作伊始，秀峰区委、区政府高度
重视，立即召开了全辖区范围的创城动员大会，
布置工作任务，搭建强有力的工作机构，完善落
实举措，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工作上大力支
持，确保人力财力物力保障到位，督查督办问责
落实到位，整改质量效果确保到位，真正形成上
下同心、团结协作、齐抓共管的创建格局。秀峰
区把创城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区委书记蒋
育亮、区长雷陈亲自挂帅，负起领导责任，作为
创城领导小组组长，多次一线督查创城工作开
展。区人大、区政协主要领导也都深入基层指导
创城工作，分管创城各项工作的常务副组长、副
组长也都靠前指挥创城工作。四家班子领导对照
挂点基层安排表，深入基层社区、村委指导创城
工作，领导重视确保了创城工作的高效运转。

同时，秀峰区完善工作机制，协调召开了
“秀峰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动员会”“秀峰
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两次重要会
议，编发了《秀峰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有关材料
汇编》，其中有《创城工作方案》《实地考察标
准》等创城工作重要文件。每周一召开工作例
会，协调各创城工作组每周五上报工作情况与工
作计划，及时组织“创城资料培训班”“创城协
调会”“创城现场会”等工作会议，一旦发现问
题立即协调解决，确保创建工作顺利推进。

走在秀峰区街头，随处都可以看到文明标语
和创城公益广告，“创城”已经成为市民群众口
中的热频词。在宣传发动上，秀峰区要求各有关
部门、单位、社区广泛开展宣传活动，提高辖区
居民的创城知晓率，营造人人关心创建、人人支
持创建、人人参与创建的浓厚氛围。近段时间以
来，秀峰区发放《致辖区居民的一封信》 5000
余份，张贴创城海报 4000 余份，每个社区制作
2 幅创城板报，主干道沿街设置创城刀旗广告
320 处，高立柱广告 4 处，协调沿街电子屏刊播
创城广告 600 余处。各独立街区、工地围档的
公益广告大幅增加，创城工作“人人都是主人
翁”的意识已经在秀峰区形成共识。

综合整治见成效 市民满意齐点赞

日前，秀峰区对乐群菜市和社公巷进行了大
力整治，疏通消防通道，劝离占道经营，多年来
被摊贩占据的道路和人行道恢复了畅通，违法建
筑也依法拆除。乐群菜市和社公巷周边市民感慨
地说：“秀峰区政府真心在抓创城，敢碰硬动真
格，多年的顽症终于解决了，我们很高兴，给政
府点赞。”

动真格，解难题，见成效，成为秀峰区创城
工作的显著特点。今年以来，秀峰区以全国文明
城市测评标准为要求，压实工作责任，把目标任
务分解到位，把工作责任落实到位，真正形成上
下同心、团结协作、齐抓共管的创建格局，加大
了对辖区市容环境的维护整治力度，密集开展市
容卫生整治、违法建筑拆除等整治行动，为秀
峰区创城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对照创城实地考察标准要求，秀
峰区对辖区主要干道、旅游
通道、车站、公共

场所、背街小巷、铁路沿线和景点、学校、市场
周边及城中村、无物业小区等进行了认真细致的
排查，列出共八大类 1367 点（处）的整治提升
清单，并逐一制定了整改计划，确保创城工作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空白、不留尾
巴”。根据整治提升清单，秀峰区组织相关部门
对问题多、情况复杂、反响强烈、整治难度大的
乐群菜市、文化宫、正阳步行街等进行现场调
研，主动曝光，争取上级和群众支持。并与以上
单位召开问题整改协调会，共同研究整改办法，
并逐步落实，力争把一些存在多时的“老大难”
问题彻底解决。

近段时间来，秀峰区开展了一系列市容整治
行动，剑指市区商业广告混乱、车辆乱停乱放、
商业亭乱搭乱建、环境卫生脏差、交通秩序混乱
等市容乱象，通过清理整治，脏、乱、差等现象
得到有效解决，市容面貌焕然一新。其中，秀峰
区对独立街区和社公巷等乱搭乱设摊位进行清理
拆除。共拆除各种亭棚 93 个面积 4120 多平方
米，取缔私设摊位 66 个。针对西环路铁艺店长
期超门槛作业、乱堆乱放与市场周边占道经营、
超门槛经营、非机动车乱停放等市容顽疾，区城
管大队组织人力重点加强西环路的整治，并针对
市场周边乱象开展了多次专项整治行动。 5 月
16 日，区城管大队联合区建设局、公安、食药
监局、工商局等部门对太平路一巷的占道摊位进
行了拆除，规范非机动车辆停放，取缔乐群菜市
周边三轮车停放，经过多次大力度整治以后，秀
峰辖区内的乐群市场、红岭市场、信义市场周边
管理秩序井然，市容面貌焕然一新，西环路占道
作业、乱堆乱放情况已得到极大改善。

在开展户外广告清理行动中，针对“牛皮
癣”小广告这个管理难点，秀峰区采取直接上门
做工作的办法，对多家随意张贴广告的商家企业

进行教育劝导，同时对只留电话号
码的小广告业主采取直接通话的
方式进行教育，真正做到从源
头上对小广告进行防控和管
理，拆除中小户外广告 117
块。

为了清除卫生死
角，秀峰区对中隐路、
红岭路垃圾中转站的

垃圾进行了三次彻底的清理，同时对刘三姐大观
园、甲山村村道、西山南巷、八桂大厦后巷等多
处绿化带、水沟、背街小巷卫生死角的垃圾进行
全面清理，共清理卫生死角 300 余处，清理乱
倒垃圾共 22 处 37 车 120 多吨。同时，对市
场、学校、城乡结合部和独立街区的乱象加大了
管理、整治和保洁力度，清理占道摊点 860 多
处，店外放货物 400 多家，规范非机动车 5000
多辆，乱挂条幅广告 730 多条，落地灯箱 390
个，各类牛皮癣小广告 17000 多张。加大渣土
处罚力度，与 10 家工地签约责任状，约谈 2 家
运输公司，处罚 51 车次 12 万多元。

秀峰区还对市政设施进行了拉网式巡查，重
点解决路面破损、管道堵冒等问题，发现问题立
即处理，共修复破损路面 800 余处，修复树
石、路平石、路牙石、人行道碎裂 100 多处；
榕湖、中心广场、九岗岭等 8 个社区市政设施
基本修复完毕。

市容市貌的提升，让市民群众感受到了创城
实实在在的好处，提高了市民对创城工作的知晓
度、参与度和满意度，让更多市民支持创城、参
与创城。

引领文明风尚 提升市民文明素质

每个市民都是创城的主角。秀峰区组织市民
巡视员、志愿者，开展环境卫生志愿巡护活动，
对随地吐痰、乱扔垃圾、践踏草坪、占道经营、
乱贴乱画等破坏市容环境卫生的不文明行为进行
监督和制止；开展“楼道文化”建设、市民素质
教育工程、“大手拉小手，文明一起走”活动
等，为市民搭建参与创城工作、提升个人文明素
质的平台。

志愿者是秀峰区创城工作的先锋队。团区委
组织开展了“创建文明城 青年当先锋”活动，
各单位扶贫帮困志愿活动也在深入开展，广大志
愿者在环境整治、治安巡查、交通协助等方面开
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志愿服务活动。

在各个社区，居民们也踊跃参与到了创城行
动中来，市民素质提升活动在各基层单位广泛开
展。丽君街道各社区开展“我文明我承诺”千人
签名系列活动，以“共创平安文明社区 我为秀
峰点赞”为主题，融宣传服务、文艺表演、小品

情景展示安全感满意度调查热线访谈等宣传教
育活动于一体，并穿插有奖知识问答、千人签
名活动承诺做文明桂林人、颁发社区平安建设
信息员聘书等内容，在活动中提高建设平安社
区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知晓率，营造出良好
的宣传氛围。甲山街道以“代办、代询、预约
服务”等特色社区党建品牌助力创城工作，秀
峰街道各社区也广泛开展微公益志愿者活动。

大手拉小手，文明一起走。秀峰区教育系
统开展“手牵手，文明路上一起走”主题创建
活动。各校分别组织了创城动员会，各校以
“文明上下学”活动为载体，分别组建了“学
校交通安全秩序维护队伍”，对不文明现象进
行劝阻、录像曝光，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
与创城工作结合开展。此外，各校充分利用学
校的电子屏幕、黑板报、宣传栏和主题教育活
动、校报、“给家长的一封信”等多种形式，
高密度、多视角开展宣传创城，加强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各学校通过班队会、晨会宣讲
创城的重大意义，倡导广大师生与家长参与其
中。乐群小学开展“争做环保小卫士”主题活
动，中华小学组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主题班队活动，通
过系列活动吸引师生家长共同参与创城。

针对市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文明现象，秀
峰区通过行为规范、文明普及、典型引导、净化
社会文化环境、探索建立长效机制，集中解决公
共秩序、公共场所道德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引导市民群众增强文明意识、养成文明习惯、实
践文明行为、树立文明形象、提升文明程度，实
现市容环境整治与市民素质提升相互促进、
“创文明城”与“做文明人”同步推进。

目前，全市创城工作已经进入冲刺和攻坚
阶段。秀峰区委、区政府向辖区单位和居民发
出倡议，号召辖区市民当好创城工作的宣传
员、监督员和战斗员，积极关心、参与、配合
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工作，为在全区范围形成
“全民共创文明城”的良好氛围，也为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工作构筑良好的群众基础。

（图片由秀峰区委宣传部提供）

凝全区之心 聚全区之智 举全区之力

撸起袖子加油干 当好创城主力军
——— 秀峰区全面扎实有力推进桂林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综述

全国文明城市是反映城市整体文明水平的综合性荣誉称号，是反映一个城市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全能指标”，对于改
善城市环境面貌、提高市民文明素质、提升桂林城市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为桂林的中心城区秀峰区，是桂林市创全国文明城市的主战场和主力军，责任重大，使命光荣。4 月 19 日，在桂林市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动员会上，区委书记蒋育亮代表秀峰区，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全市人民郑重表态：秀峰区将坚决
拥护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凝全区之心，聚全区之智，举全区之力，当好主力军，将创城工作谋划好、动员好、部署好，全
面扎实有力推进桂林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真正把创城工作装在心中，扛在肩上，抓在手里，体现在最终效果上。

今年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集结号”吹响后，秀峰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全力以赴，志在必得，奋力实现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目标”的要求和部署，秉承“创建为民、创建惠民”的基本理念，在辖区范围内轰轰烈烈地掀起争创文明城市、争做
文明市民的热潮。一时间，辖区各个社区、单位、学校以及大街小巷，处处形成了创城的浓厚氛围，市民的广泛参与让创城工作
成为提升辖区居民文明素质，提高秀峰区整体文明水平的一次最好的契机。

▲区委书记蒋育亮（左二）深入基层到中华小学检查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秀峰区在辖区范围内广泛开展“我承诺，做文明桂林人”签名活动

▲环境优美的滨江路成为桂林市民休闲漫步的好地方

▲秀峰区对太平路南一巷乐群菜市口违规搭
建占道的顶棚进行拆除整顿获得市民点赞

▲ 4 月 26 日，团秀峰区委在东西巷进行创
城宣传活动

5 月 11 日，秀峰区在逍遥楼下举办“创文明城
市、建美好家园、爱心献给母亲”诗词朗诵会 ▲中心广场电子大屏幕广告被拆除

▲干净整洁的辖区环境离不开秀峰环卫工人
的坚守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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