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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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杨梦婕 文/摄）
“叔叔阿姨，我们是文明交通劝导员，请您自觉遵
守交通法规，不要闯红灯，谢谢合作！”“奶奶，
过马路要小心，我们来扶您！”……近日，市中华
小学二年级的小小志愿者们走上街头，用自己的方
式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行动。

活动中，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大方得体的行
动，劝导纠正行人乱穿马路、闯红灯等不文明行
为，并倡导市民绿色文明出行。遇上老人和幼儿过
马路，孩子们还主动上前“护航”。他们小小的身
影成为了街头一道清新的风景，过往的路人纷纷伸
出大拇指点赞。

据了解，为积极参与我市创城攻坚行动，市
中华小学组织学生利用暑期实践的契机，积极开展
以“大手拉小手 共创文明城”为主题的系列亲子
活动，包括争做环保小卫士、交通法规共学习、手
绘文明墙等。孩子们与家长一起行动，不仅让文明
理念植入孩子心灵，同时也成为了文明的传播者，
以实际行动带动家长及广大市民共同营造社会文明
新风，自觉做文明人，为桂林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助
力。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秦丽琼
文/摄 )“阿姨，你也出来搞义务劳动
啊？”“是啊，我也要为创城尽一份力
嘛！”近日一连几天清晨，七星区穿山街
道福隆园附近都出现不少忙碌的身影，或
清除杂草，或搬运垃圾，或清理小广
告……他们是七星村的村民。

在得知前几日福隆园十九组的村民
们自发组织清理河堤步道卫生，美化周
边环境时，阳家里的村民小组长和村民
代表们坐不住了，几个人一商议，微信
圈里一吆喝，于是有了近日清晨的这一
幕。由党员、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等
10 余人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一大早就在

村子里忙活开来。他们拿着镰刀割除路
边杂草，挥着铁铲铲除墙脚青苔，挥舞
锄头清理淤积的下水管道，拉走大件废
弃物，清扫巷道路面卫生。

在创城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的紧要关
头，穿山街道七星村在营造“群众组织起
来、环境美化起来、服务开展起来”的创
城氛围上下苦功，引导村民们从净化房前
屋后环境做起，自己动手美化道路、院落
环境卫生，共建美丽村庄，自觉践行文明
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七星村村民志愿者们正在清理杂草。

城中村村民

积极投身创城志愿服务

□本报记者孙敏 通讯员黄帅君

实习生杨川凌 文/摄

行为有规范、服务有品质、支招有智
慧……在创城冲刺阶段，叠彩区以党建为引
领，细化创城标准，破解创城重（难）点问
题，将志愿者的服务延伸到每一个小区、每
一条小巷，以“绣花”的功夫做实创城细
节，向薄弱环节“宣战”，打造出一支“有
范有品有智”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党员志愿者队伍

规范行动成标杆

8 月 7 日下午 6 点，叠彩区房屋征收办
公室工作人员李延利简单收拾一下，把水杯
和创城宣传单放进印有“叠彩文明 你我同
行”的叠彩区创城背包，穿上与之配套的志
愿者防晒衣，离开办公室，赶赴城北社区中
心血站至群众路口主要干道开展路面巡查。

李延利是创城志愿者，在主要干道路面
巡查时，其工作包括：对遛狗不牵绳、乱扔
烟头、随地吐痰、车辆乱停放、闯红灯等不
文明行为进行劝导；对随手可以解决的问
题，如地面零星的烟头、灯柱上小面积的小
广告、压线停放的非机动车等问题进行处
置，检查沿街商铺的卷闸门上是否有小广
告，垃圾桶和扫把是否有序摆放，同时发放
创城宣传资料。

自 8 月以来，像李延利一样，由叠彩
区机关及“一乡两办”近千名党员干部组成
的“叠彩区党员志愿服务队”，放弃公休，
涌进辖区大街小巷，活跃在创城一线，掀起
志愿服务新热潮。

据了解，叠彩区党员志愿者每天实行社
区报到制度，早上 8 点到晚上 9 点，严格
三班轮岗，明确“四个一”服务内容，即：
铲除一处小广告、捡拾一处垃圾、规范一辆
非机动车停放、进行一次文明宣传。如果遇
到个人力量解决不了的问题，立即协调点位
其他工作人员或者上报区块负责人处置。

为让志愿者服务更规范到位，叠彩区为
党员志愿服务队特别订制了创城“百宝
袋”。记者发现，这个针对志愿服务特别订
制的创城“百宝袋”内有：喷壶、钢丝球、
夹子、创城宣传单、统一印有“叠彩区志愿
服务队”标志的小红帽、“叠彩区文明宣传
员”袖章以及绿色志愿者防晒衣，方便志愿
者随时开展“四个一”服务。

如今，在叠彩区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头戴有“叠彩区志愿服务队”标志的小红
帽、身着“叠彩区文明宣传员”袖章和绿色
志愿者防晒服的志愿者，这成为叠彩区党员
志愿者的标配。齐全的装备、规范的着装、
标准的服务，不仅使得党员志愿者创城工作
更有干劲，热情更高，更成为流动的文明宣
传员，影响带动更多的人。

墙绘志愿者

妙手提升城市颜值

夏日荷花清爽怡人、青翠松树挺拔有
力、富贵牡丹雍容华贵……栩栩如生的花草
画让人赏心悦目，清新淡雅的山水画与城市
景致相得益彰。近日，在叠彩区木龙湖景区
临街 200 米墙面上的近 30 幅绘画作品，吸
引了路过的市民游客驻足观赏。

包括 73 岁的朱杰在内的桂林市女子书
画研究会的 10 余名老师，是叠彩区墙绘志
愿者，他们用一周时间完成了驿前社区布置
的“白墙美颜”志愿服务任务。“我年纪大
了，干不了别的体力活，能用手中的画笔为
桂林增光添彩，为创城做贡献，辛苦点也是
值得的。”朱杰说。

清风社区的墙绘作品则更多突出党建、
环保、文明宣传等元素，分散在社区各处的

墙绘作品有效改善了社区人文环境，以无
声语言传播正能量。在美化环境的同时，
潜移默化浸润着人们心灵，营造浓厚的创
城氛围。

据了解， 8 月以来，叠彩区团委、
区教育局共招募 50 余名有绘画才能的志
愿者，在辖区内开展“文明城市 你我绘
聚”主题墙画彩绘志愿服务活动。他们在
老旧小区的街道墙体、临街公共区域等精
心选题，巧妙构思，挥毫泼墨，开拓文明
城市创建宣传新阵地。

截至目前，叠彩区墙绘志愿者已经走
进驿前、叠彩、凤集、铁路、国奥城等多
个社区，完成绘画面积约 800 平方米。
这些构图新颖、特色各异、主题突出的公
益宣传墙绘，以其形象生动、自然亲切、
主题鲜活感染带动了更多居民树立文明新
风，提升了辖区品位，为桂林创建文明城
市增添一分靓丽色彩。

大学生志愿者

智慧支招有一手

青春正当时，创城不缺席，大学生志
愿者为叠彩区创城工作注入了新鲜的力
量。 7 月 7 日，叠彩区团委在官方微信
公众号“叠彩青年”发布返乡大学生暑期

实习志愿者招募公告，号召返乡大学生积
极投身到叠彩创城攻坚工作中来，为建设
壮美叠彩奉献青春力量和智慧。

来自天津工业大学大三学生赵嘉婧通
过公众号报名，经过团委初选确定，安排
到芦笛社区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志愿服务。
在芦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记者看到赵嘉
婧正协助社区工作人员上报创城材料。自
从 7 月 16 日担任志愿者以来，她已经协
助社区开展了多场创城主题宣传活动，包
括策划、拍照、报道、上街巡查、文明劝
导等。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对居民宣传垃
圾分类，恰好大学期间对这类知识学得比
较扎实，讲解起来得心应手。看到居民频
频点头，她心里特别有成就感。

像赵嘉婧一样，目前已有 50 名左右
大学生志愿者被叠彩区团委安排或者自行
联系到叠彩区创城一线。他们与社区工作
人员一起入户指导居民填写民意测评调查
问卷，汇总创城材料，开展惠民为民宣传
活动等等，更重要的是把自己所学知识运
用于实践服务中。“大学生志愿者年轻、
热情，有亲和力和创造力，带动和感染居
民参与创城方面有优势。同时，他们利用
自身的知识结构和特长，加强了社区创城
力量。”共青团叠彩区委书记龚厚林告诉
记者。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戴端辉） 8 月 6 日
上午，市城管委联合市创城办背街小巷、农贸市场
和物业小区市容环境改造提升专项小组，对创城必
检的部分背街小巷、农贸市场和物业小区市容环境
改造提升工作进行督查，为创城决胜冲刺文明城目
标进一步夯实基础，压实部门责任。

背街小巷、农贸市场和物业管理小区市容环
境改造提升是我市创城百日攻坚行动的重要内
容。市创城办成立了专项工作组，负责督促协调
各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实施改造提升工程。连日
来，通过各单位各部门的通力合作，各项改造提
升工程有了显著效果，背街小巷、农贸市场和物
业小区道路平了、路灯亮了，各类电源线、网络
线和电信线随意拉扯形成的“蜘蛛网”也清理
了，市容环境卫生秩序明显改善，居民群众感受
到了创城带来的实惠和好处。

督查组对秀峰区太平路一巷、二巷及周边无物
业小区、乐群市场，叠彩区北门市场背街小巷及无
物业小区，象山区西门市场背街小巷及无物业小
区，南站市场、瓦窑市场背街小巷及无物业小区进
行了实地督查。针对街巷、市场和物业小区内衣服
乱吊挂、大件废旧家具垃圾乱堆放、遮阳篷乱拉
扯、水沟内垃圾堆积等一些细节问题，提出了抓实
抓细抓彻底的意见与建议。随同督查检查的相关责
任城区负责人现场认领市容问题清单，并立即要求
城管队员进行整改。市城管支队将每一个市容问题
记录在案，履行好下一步的督查核查职能，主动协
助城区整改，注重细节，巩固提升市容市貌。

叠彩区：助力创城

让志愿服务“有范有品有智”

市城管委督查市容

环境改造提升工作

叠彩区
党员志愿者进
家 入 户 做 宣
传。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谢常聪 实习生蒋
泓怡）日前，市住建局召开质量安全生产形势分析会
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会议。记者获悉，近期以
来，该局组织住建系统各单位组成 10 个创城工作专
项督查巡查组，每天对市区各建筑工地、市政道路开
展督查巡查，对存在问题的建筑工地一律列为“严管
重罚”对象，对不按要求整改或拒不整改的，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予以严厉处罚，并在全市通报批评。

为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7 月以来，市住建
局围绕创城各项工作任务，印发创城决胜冲刺工作
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增加人力物力投入，全员参
与创城决胜冲刺工作，并进一步加强建筑工地和市
政道路牵头管理工作，努力形成长效机制。在建筑
工地管理方面，该局重点督查文明施工、环境卫
生、扬尘防治、除“四害”等工作，并督促各建筑
工地张贴创城宣传公益广告，按要求所有在建工地
围挡公益广告设置率均达到 40% ，并突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等内容，营造浓厚创城氛围。在市政道
路督查方面，重点督促相关部门加强对 30 条主次干
道的维修养护，对破损路面和人行道进行全面整治
修复，进一步提升市容市貌。同时还对 16 座桥梁开
展美化亮化工作。

“我们将努力营造文明有序的城市氛围，提升桂
林整体形象，确保完成各项创城任务。”市住建局相
关人士介绍，从 7 月 4 日开始，该局把每天巡查发
现的问题发送到各城区和市直部门，并协调处理，目
前共发出 267 份创城工作联系函。该局还将对在创
城工作中不履职、不正确履职或者履职不力，造成严
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单位和个人实施责任追究。

市住建局加强建筑

工地和市政道路督查
对存在问题的工地一律

列为“严管重罚”对象

孩子们在护送老人过马路。

本报讯（记者孙敏 通讯员徐宗飞 实习生杨川
凌）近日，雁山区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决胜冲刺动
员会，传达学习全市会议精神，分析雁山区当前创城
工作，动员全区上下以战时机制，攻坚克难、全力以
赴，决胜冲刺创城“大考”。

据了解，为推动雁山区创城工作的深入开
展，雁山区要求各级各部门以决胜冲刺的状态，
四家班子负责人既挂帅又出征，确保点点过关，
包片不出问题；进一步加大人财物保障力度，由
区财政出资，每个乡镇增聘一批创城动态管理
员；实施创城特殊绩效奖，充分发挥城管队员、环
卫工人等一线创城主力军作用；特事特办，立即行
动，大力实施基础设施补短板工程；动员辖区部队、
高校积极参与创城，开展卫生死角大清理、创城公益
大宣传活动；强化督导考核，一乡镇一督查，对工作
不力者动真格，严肃追责问责。雁山区四家班子和
各部门到各包联创城测评点，对照测评标准开展
拉网式问题排查，狠抓整改落实。

雁山区：

全区动员决胜冲刺

创城“大考”

小小志愿者 倡导市民文明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