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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齐心 再鼓干劲 全力冲刺
坚决打赢创城攻坚战

点
赞
台
□本报记者孙敏

打造文明交通示范路口
让文明出行深入人心
受处罚前，也集中组织开展文明交通学
习教育或者参加路面劝导活动。
据了解，从 2017 年起，交警部门
全面启用城区电子监控设备，坚持开展
对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的“视频会
战”，整治效果十分明显，机动车不礼
让斑马线查处量由 2017 年的将近 13
万起下降至 2019 年的 1 万余起。同时，
定期将处罚公交车、出租车以及公务车
辆违法的信息转递至交通部门和相关单
位，
提高违法成本，
形成叠加惩处效应。

通讯员叶涛

实习生杨川凌
“你好，非机动车过斑马线，请推
行，或者走专用道。”在丽君路口，新铺
设的红色车道十分醒目，时刻提醒着非机
动车过马路时遵守交通规则。
这一新变化是市公安交警部门打造文
明交通示范路口的举措之一。
近年来，
市公
安交警部门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聚焦主要交通路口的行人、非机动车闯红
灯、
非机动车不各行其道、
逆行以及汽车不
礼让斑马线、
乱停乱放等
“交通顽疾”
，
坚持
长效管理和创新提升，积极打造以秀峰区
丽君路口为代表的一批“文明交通示范路
口”
，
以点带面，
让文明出行深入人心。

“1+3+N ”

“小改动，大改变”
优化交通管理

▲交警部门通过打造一批文明交通示范路口，以点带面，让文明出行深入人心 。
(市交警支队宣教科供图)

探索长效管理体系
交通秩序文明有序，不仅是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的重要内容，也是打造市民安全
出行环境的必然要求。
如何攻坚种种不文明交通行为的“顽
疾”，市公安交警部门创新勤务管理模
式，推行路口包联责任制，建立路口“ 1
+3+N ”管理体系。即：由辖区交警大队
领导、片区中队长分别担任巡长、点长，
落实勤务定岗制度。交通高峰期和平峰期
分别由 1 名责任领导、 3 名辅警、多名
交通安全劝导员和 1 名以上警力、多名交
通劝导员，负责管理路口交通秩序，严查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与此同时，市公安交警部门还每天调
取、抽查前期路口视频，记录路口交通违
法类型、起数，每周形成路口管理情况通
报，总结问题，提出改进意见。为激励各个
路口做好管理，交警部门每周都召开创城
交通秩序长效管理点评会，对各重点路口
管理效果进行综合评比排名，每月颁发创
城交通秩序长效管理“流动红旗”，并落实
各项绩效考评、
评优评先等奖惩措施。

“教育前置，学罚结合”
提升文明出行意识
交通安全无小事。每一次的交通违法
行为，不仅给自己带来了安全隐患，也为
他人安全带来了威胁。正因如此，开展文
明出行教育、查纠交通违法行为，是对每
个交通参与者的高度负责。市交警部门从
这一角度出发，实施“教育前置，学罚结
合”，不断提升市民文明出行意识。

▲全市有超过 50 万名驾驶学员参与了文明交通教育实践 。(市交警支队宣教科供图)
近年来，交警支队联合市文明办、市
道路运输管理处出台《桂林市机动车驾驶
学员参与文明交通教育实践活动实施办
法》，把实地开展体验式文明交通劝导活
动作为机动车驾驶培训和考试的一项课程
内容固定下来。联合多部门下发文件，将
活动课程次数和时间延长，进一步提升学
员的知晓率与参与度，建立起了交通志愿
服务长效机制。目前，全市已有超过 50
万名学员参与了活动，学员在自身受到文
明交通教育的同时，也积极影响和带动其

他交通参与者和身边广大群体践行文明
交通行为，活动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市
民、游客的一致好评。
与此同时，市交警部门还创新交通
违法查纠方式：在各主要路口设置交通
违法学习教育点，由行人、非机动车违
法当事人选择抄写交通法规、保证书，
站街参与交通劝导，或者接受罚款处
罚；对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在对车辆
采取拖移措施外，还采取锁车器对违停
机动车予以锁定，交通违法当事人在接

随着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的逐
年猛增，对老城区道路交通疏导提出了
更高的交通管理要求。
为此，市交警部门开展了大量深入
的调研，创新路口交通组织方式，对老
城区道路基础条件有限、交通流量大、
人车混行、交通拥堵情况较为突出的交
通路口进行精细化管理。
市交警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一方
面，交警部门在时间上“分秒必争”，
对路口信号灯进行动态配时及相位优
化；另一方面，在空间上“寸土不
让”，对路口进行精细化设计，尽可能
利用路口安全区域，将非机动车等待区
整体前移，施划彩色地面涂料，设置非
机动车直行、左转等待区。如：针对丽
君路口等老城区路口部分机动车驾驶人
在路口反向骑行经过斑马线掉头的现
对路口进行精细化改造，
在人行横道
象，
和机动车停止线之间设置非机动车掉头
专用车道，
在车道内施划非机动车标示、
导向标线，并在路口机非隔离带上设立
提示标牌，
提醒过往机动车注意让行。
在“分秒必争”“寸土不让”的基
础上，
交警部门还在措施上
“精雕细琢”
。
利用交通标线和隔离设施合理渠化交通
等措施，
规范路口车辆通行秩序，
提高路
口蓄车能力和通行效率。同时在路口行
人过街红绿灯显示屏处设置文明交通提
示字幕，
播放文明交通温馨提示广播，
推
动文明交通理念入脑入心。
通过公安交警部门长效管理、综合
施策，目前，秀峰区丽君路口等老城区
交通路口机动车守法率达到 100% ，非
机动车、行人守法率和机动车礼让率达
到 98% 以上。

创城为民 创城靠民 创城惠民

行人非机动车过马路闯红灯

曝
光
台
象山区上海路立
交桥斑马线电单车过马
路闯红灯 。
记者唐侃 摄

我市 2 名学生荣获广西
“新时代好少年”称号
本报讯（记者周文俊 实习生唐文睿 通讯员谢明艳）近
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明办、自治区教育厅等联合
主办的广西“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会在南宁举行，现场
发布 2019 年第二批 10 名、 2020 年 10 名广西“新时代好少
年”先进事迹。其中，我市榕湖小学学生张星屿朵、全州县才湾
镇水月岩中学学生蒋明峰分别荣获 2019 年第二批和 2020 年广
西“新时代好少年”荣誉称号。
据了解，张星屿朵是桂林市榕湖小学五年级学生，平时热心
环保，在老师的带领下，通过对榕湖各景点的步测和对景区不同
时段声音进行统计，由学校建议旅游部门，请导游为游客讲解时
采用“耳麦式接收器”，减少景区噪音污染。对榕湖景区的垃圾
桶进行分析，建议环保部门按照市民、游客行走路线和人流聚集
点侧重设置垃圾桶，同时建议景区响应国家垃圾分类号召，增设
三分类或四分类垃圾桶，并对垃圾桶的造型进行美化。蒋明峰是
全州县才湾镇水月岩中学九年级学生，他从小听爷爷讲红军长征
故事，受到长辈们的言传身教，与先辈们一起接力守护红军烈士
墓，祖孙五代已经坚守了 80 多年。同时，作为红军长征湘江战
役纪念园志愿讲解员，每逢周末或者节假日，或到纪念园参加志
愿讲解活动，或约同学、朋友们到纪念馆参观学习，或到纪念园
维护环境卫生，以实际行动守护红色热土，传承红色精神。
据统计， 2018 年以来，我市已有 7 名学生荣获广西“新时
代好少年”称号。我市高度重视未成年人身边典型选树工作，市
文明办联合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等部门广泛开
展“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 2019 年，评选发布了 10
名市级“新时代好少年”，今年将继续评选发布 10 名市级“新
时代好少年”，以达到引导全市少年学习身边榜样，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和践行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社会主义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核心价值观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搭建百姓家门口的 “文化粮仓”

市政协机关包联组打造
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本报讯（记者孙敏 通讯员蔺帅）近日，桂林市群众艺术馆
艺术培训基地落户空明社区，并举行签约挂牌仪式，这是桂林市
政协机关包联七星区创城工作又一项实质性举措。
空明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作为七星区创城的标杆单位，近
年来在设施建设、项目服务、活动开展、档案资料、宣传氛围等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市政协机关包联该综合服务中心后，为进一
步推动社区文化宣传、让文化惠民落到实处，市政协机关包联组
联系桂林市群众艺术馆，积极推动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成为培
训基地。签约后的空明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将由群众艺术馆派
专家辅导，定期开展活动，满足社区居民书画、娱乐等各式各样
的活动需求，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文化粮仓”，让社区群众享
受文化发展带来的盛宴。
市政协机关包联空明社区组长表示，市政协机关将和空明社
区共同打造社区小区的特色和亮点，充实创建活动内容，将各种
创建内容相互融合、提高。同时加大周边环境综合整治力度，抓
好社区综治、公共环境卫生、公共服务设施等重点环节。通过宣
传引导，切实增强辖区居民的文明意识，让城市变得更加美丽，
使城市文明真正受惠于民。

市国资委对市属国企
开展创城工作督查
督查结果将作为企业领导班子
考评和干部使用的重要依据

秀峰区中山中路
与文明路路口行人闯红
灯通过斑马线过马路 。
记者唐侃 摄
▲叠彩区北
辰立交行人及电
单车过斑马线闯
红灯 。
记者唐侃 摄

七星区六
合路与普陀路路
口红绿灯斑马线
前行人闯红灯过
马路 。
记者唐侃 摄

本报讯
（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蔡召雄）
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各项工作目标任务，近期，市国资委派出 12 个包联督查组对市属
部分国企开展多次不定期督查。
督查发现：
有的企业工作人员对创
城工作认识不到位，
存在出工不出力甚至迟到现象；
各市场中部分
经营户存在卫生保洁不到位、
自觉参与意识不高的情况等。
市国资委相关人士介绍，总体来看，随着创城工作深入推进，
我市各国企迅速行动，按照包面、包片、包线、包点原则，建立包联
机制，
责任压实到位。
如交投集团对照创城标准，
盯紧问题，
真抓真
干真改，
层层分解创城任务，
明确责任和工作标准，
强化督导，
严格
考核；
嘉信集团积极推进市中心广场改造提升；
市场服务中心对下
属的乐群、信义、北门、芦笛、东环等五大农贸市场进行改造升级，
目前五个市场的整体经营秩序和环境有了较大提升。
针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市国资委已向相关企业下发整改通
知，要求各企业切实提高重视，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做好表率
作用，将创城工作和其他重要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推进，确
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进一步营造浓厚的创城氛围，提升群众知
晓率、参与率。要紧盯督查组提出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查漏
补缺，真抓真改，集中力量点对点精准攻坚，确保测评达标。要
层层分解创城任务，明确责任和工作标准，强化督导，严格考
核，对表现优秀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对工作不担当、点位不
达标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处罚，同时将督查结果作为年终领导班子
考评和干部使用的重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