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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创城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谢璧徽 文/摄)7 月 21 日，桂林日
报社志愿者将 20 箱矿泉水送到象山区平山街道办平
山西社区，对奋战在创城一线的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们表示慰问和敬意，并参加了创城志愿服务。

平山西社区属于混合型社区，注册登记的个体工
商户有 1000 多人。创城工作的重点之一是解决瓦窑
市场及周边的环境卫生问题。志愿者从平山西社区往
瓦窑市场方向走，一边走一边盯着地上的缝隙处查看
是否有果皮纸屑、烟头等垃圾，一旦发现就用长钳子
夹起放进自带的塑料袋里。在瓦窑市场北侧的临街铺
面，志愿者见有些商铺将货物摆在黄线以外，就一一
进行劝阻。

在一家店铺前，店主举起右手示意志愿者们“向
上看”，原来，店铺上方的电线上有个装着垃圾的塑
料袋，既影响了环境，又对过往行人存在安全隐患。
“可能是楼上的住户为了图省事，想从楼上将垃圾扔
进市场统一设置的垃圾桶里，结果挂在电线上了。”
知情者这样说。志愿者借来椅子和棍子，将垃圾袋从
电线上弄下来，放进了垃圾桶里，临街的店主纷纷向
志愿者表示感谢。

此外，市场里还存在货物摆放影响行人通行等问
题，市场附近的部分背街小巷也存在三轮车乱停乱放
甚至占用消防通道的问题，报社志愿者与市场管理人
员、社区工作人员针对社区在创城工作中遇到的实际

问题交流了整治建议。
据悉，桂林日报社机关党委开展“报业先锋”党

建品牌创建工作始于 2016 年，与平山西社区党总支
结成创城共建对子以来，每年都共同开展“双报
到”、“进社区访民情”、创城等志愿服务。今年以
来，报社组织志愿者到社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春节前，报社志愿者向社区居民送党
报、送春联、送“福”，还表演了“三句半”《创
城！创城！》。为助力社区抗疫，报社领导春节期间
就带领志愿者亲切看望慰问了社区工作人员，并向社
区赠送胶手套、口罩、消毒水等抗疫物资。 2 月 21
日至 3 月 9 日，报社每天安排 5 人，由一名处级领
导带队，到平山西社区协助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3
月 10 日以后，报社每天安排 2 人进平山西社区协助
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报社共派出 160 人次到平山西
社区协助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创城进入攻坚阶段后，
报社志愿者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沿街向居民发放《关
于开展创建文明城市乱贴小广告、违法遛狗、噪声扰
民专项整治行动的通告》等宣传资料，还邀请 924
医院医师为社区妇女上保健课，报社退休党员志愿者
为社区党员讲了党课。

平山西社区党总支书记表示：“一份清凉，一份关
怀。我们会以更饱满的热情做好创城工作，为创造一个
文明和谐宜居环境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陈静 通讯员陈梦婵 文/摄

丽君街道地处中心城区，老旧小区多，背街小巷
整改难度大，是创城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针对辖区实
际，秀峰区丽君街道针对机动车乱停乱放及“僵尸
车”问题、立面美化粉刷问题、非机动车停放及商铺
摊位划线经营问题等四大类问题，明确任务、分清责
任，按照相关标准模式对丽君街道所管辖社区范围进
行推进。

清理“僵尸车”、规范划线

让街面更有序

“要把机动车管好，就要把划线规范起来。”在
采访中，丽君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说。针对机动车乱
停乱放的问题，创城办要求对可以停放机动车的路
段、无物业小区，在不影响消防安全的前提下，本着
便民的原则，应划尽划。为此，街道相关负责人、社
区工作人员联合城管队员及机动车划线施工单位进行
实地测量和现场施工，对丽君街道丽君社区、九岗岭
社区、篦子园社区、丽狮社区、飞凤社区 5 个社区
进行划线整改。截至 7 月 20 日， 5 个社区已划 155
个机动车位线，共计 1820 米。

为规范桂林城市形象，美化人行道上的环境，丽
君街道、社区工作人员联合城管队员对非机动车停放
及商铺摊位划线经营问题进行了整改，非机动车新划
线已划 216 处点位，共计 2610 米，面积为 3300 平
方米，商铺摊位划线面积为 1330 平方米。

前期，丽君街道各社区工作人员对辖区范围的
“僵尸车”进行了排查摸底。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里，经过街道、社区工作人员联合秀峰区交警大队的
努力，已处理了 13 辆“僵尸车”。

去除墙面“牛皮癣”

让墙面换新颜

为给市民创造一个整洁优美、文明有序的城市环

境，丽君街道开展了“扫除”消防通道“障碍”美
化墙面、箱体行动。

街道班子成员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针对墙体上
的小广告问题进行立面美化粉刷整改，其中丽君社
区、九岗岭社区、篦子园社区、丽狮社区共计粉刷
完成 17460 平方米，老旧小区楼道的粉刷和美化
共计完成约 65493 平方米。

志愿者还对配电箱箱体进行美化，选择适当的
创城主题彩绘进行装饰。居民毛先生告诉记者，以
前这些配电箱颜色很单一，而且上面还有各种手
写、喷涂、张贴的小广告，与旁边优美的环境相
比，显得格格不入。现在箱体经过美化后，各种手
工彩绘的图案包括文明礼仪、交通安全、经典动漫
形象及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等内容，让原本生硬的街
头箱体成为一道别具创意的靓丽风景。

“扫除”消防通道“障碍”

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为确保小区消防通道畅通，街道、社区及消
防站工作人员对小区内消防通道进行了全面排查
统计，确定具体施划点位，并对违规停放的车辆
进行了宣传、劝离。在消防部门的指导下，目前
已对 35 条消防车道画上黄色网格、设置障碍桩
369 个、安装禁停标识 137 处，私家车乱停乱
放、堵塞消防车通道现象得到有效改善。不仅如
此，为保障楼道内防火安全，街道、社区及消防
站工作人员对辖区内原有灭火器是否达标进行了
检测，不达标的及时更换，检测数共 900 个，新
增数共 400 个，为辖区居民的生命安全增添了一
份保障。

目前，丽君街道对背街小巷四大类问题的整治
成效显著，通过扎实有效的专项整治行动，持续推
进创城工作，确保创城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本报讯(记者陈静 实习生唐文睿 文/摄)
“种植绿色植物既可以观察植物的生长还可以美化
我们的环境，为创城增添一片绿。”近日，桂林农
业学校的老师们走进育才小学，给孩子们上了一堂
别样生动的创城农业环保课。

这是东江街道三里店社区联合双报到单位市
农业农村局、包点单位七星区应急管理局开展新
时代文明实践进校园活动，活动中通过创城农业
环保课堂、消防应急演练等活动让志愿服务深入
人心。

“小朋友们，你们见过长出瓜子的向日葵
吗？”孩子们纷纷摇头。“向日葵不仅能‘吃’，
还可以像其他植物一样美化环境，为城市增添一道
美丽的风景线。”课堂上，农校的老师一边拿出各
个成长阶段的向日葵，一边向孩子们介绍。

“第一次见到结有葵瓜子的向日葵，好神
奇。”四年级 2 班的赖柯延同学开心地告诉记
者，她回家要尝试和爸爸妈妈一起播种向日葵和
更多的植物，让它们给桂林增添美丽，为创城增
绿。

活动当天，七星消防东江救援站组织孩子们
进行了火灾紧急疏散和消防宣传体验活动。

在采访中，三里店社区第一书记介绍，此次
新时代文明实践进校园活动不仅给孩子们传播科
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还鼓励了孩子们的探索
创新精神，为我市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添砖加瓦”。

环保课堂上，孩子们在好奇地观察葵花和
它的种子。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徐先丽)“诚实守信，礼
貌待人”“要整洁卫生，不乱吐乱扔”“少年强则国强，呵
护未成年人”……近日，在湖光路百梓社区附近，细心的市
民或许已经发现了，路边的光缆交接箱一夜之间披上了内容
不一的文明标语。树荫下，白色的箱体、蓝色的字样，显得
整洁又美观。

为提升城市形象，打造整洁美观的街景，我市对城区主
次干道两侧光交箱开展整治，清除小广告、乱涂乱画标志，同
时对已脱色、污损、斑驳的光交箱进行喷绘美化，喷绘内容为
文明城市相关内容标语，由桂林移动、联通、电信三家运营商
负责整治，其中桂林移动承担了全市大部分光交箱美化工
作。目前，桂林移动已经完成了 450 个光交箱整治与美化
工作。下一步，将根据市创城办及各城区需求开展拾遗补
缺，将“不起眼”的光交箱打造成街边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450 个光交箱

美化清洁完毕
“不起眼”的光交箱

成了创城新载体

点
赞
台

丽君街道：

路洁墙净车有序 背街小巷换新颜

桂林日报社志愿者进社区

为创城送服务送“清凉”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陈志萍 文/摄)一撇一

捺，横平竖直。稚嫩的小手，郑重地写下一句句标语，为创城加
油鼓劲。近日，回民小学组织 2-6 年级学生，进行了一轮“文
明健康 有你有我”创城标语书写比赛。

比赛分为硬笔书法和软笔书法两类。在比赛现场，孩子
们端端正正地坐在桌前，一笔一画地写下每一个汉字。短短
30 分钟，孩子们写下了“讲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
人”“与人沟通，从心开始”“使用公筷，文明就餐”等
20 条与文明城市相关的标语。评委们从孩子们的写字姿
势、书写笔画笔顺和卷面三方面综合评估，评出了一、二、
三等奖，优秀奖若干名。随后，挑选出的优秀作品将在学校
内展出。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手写我心，助力创城。通过
让孩子们亲手书写创城标语，让文明意识潜移默化根植于
心，让文明在校园里扎根开花。

回民小学：稚嫩小手

书写创城标语

创城为民 创城靠民 创城惠民

▲路面施划好的标志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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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行政审批局

全面开展创城宣传

提升民意测评满意度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韦炜)7 月 20 日，记者从市行

政审批局了解到，市行政审批局在市、区、街道、社区四
级政务服务中心全面部署开展创城宣传，做好社会公众
“对本市政府部门办事效率及便利程度的评价”和“对本
市窗口单位服务质量的评价”工作，全力提升民意测评满
意度。

各级政务服务中心结合当前重点工作和自身优势，通
过制作发放宣传手册、在政务大厅电子屏幕播放音视频等
方式，精心策划，积极组织，大力营造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工作的浓厚社会氛围。

宣传资料图文并茂，着重介绍了市行政审批局实施
“一枚印章管审批”、审批服务跑出“加速度”，全面推
行“一表申请”、集成套餐服务“一次办”，创新实施园
区“双容双承诺”与“承诺审批”改革等工作开展情况，
以及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分别推出的工程建设项目、企业开
办、不动产登记、公积金、社会事务和水电气报装六大重
点领域“一窗受理”特色业务和免费刻制印章、复印资
料、邮寄资料等特色服务工作。

各级政务服务中心进驻窗口单位和工作人员积极参与
创城宣传工作，将窗口工作台打造成创城宣传的主阵地，
在提供高效、优质服务的同时，将创城宣传融入到日常工
作中，提升公众对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便利程度和服务质
量的满意程度。

▲志愿者借来椅子和棍子，将垃圾袋从电线上弄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