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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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桂林供电局开展
“创文明城市 做文明使者”

承诺活动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后茜)为助力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日前，南方电网广西桂林供电局面向全体干部职工发出创城倡
议，并组织大家开展“创文明城市 做文明使者”主题创城承诺活
动，桂林网区共 1000 多人作出承诺。该局还组织干部职工学习了
《桂林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问责办法(试行)》。

“创城能不能取得成功，光有承诺不够，责任落实才是关
键。”桂林供电局相关人士介绍，近期以来，该局围绕创城相关工
作目标任务，陆续组织 200 多名电力青年志愿者积极参与创城志
愿服务活动，开展配电箱美化、小广告清理、街道清扫、创城宣传
等。截至目前，该局已完成 12 个重点菜市、 27 处 3574 米线路整
治，并完成六城区 407 处设备美化工作，为提升桂林城市环境品
质作出积极贡献。

该人士表示，对创城工作敷衍塞责、推进不力，没有按时限要
求完成任务的，或对创城工作造成失分影响的，该局将根据职责分
工，对相关部门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提醒谈话、通报、诫
勉、调整等问责处理。

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再部署再推进大会引起热烈反响

全市再掀全民发动、

全民参与创城攻坚新热潮
本报讯（记者刘倩 孙敏） 8 月 24

日，市委、市政府召开 2020 年桂林市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再部署再推进大会，贯彻
落实中央、自治区关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分析形势、查漏补
缺，对创城工作再部署、再推进、再落
实。这个在创城关键节点上召开的会议，
在全市上下迅速引起了热烈反响，再掀全
民发动、全民参与的创城攻坚新热潮。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
局长韦文周说，局属各级干部职工尤其是
党员领导干部将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强
化政治担当，把思想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
策部署上来。要明确时间节点，狠抓重点难
点，举一反三，挂钩销账，确保问题清零，全
力打赢创城攻坚战。

秀峰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聂毅说，会议
不但对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形势进行
科学研判，而且指出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的难点与挑战，并提出了解决措施。我
们要树立最高的标准，坚持最严的要求，
做好最足的准备，迅速进入创城攻坚冲刺
状态。

“我们要把创城作为推动城市发展、
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抓手，以较真碰
硬的作风落实担当作为，严格践行创城
为民、创城靠民、创城惠民的城市管理理
念。”市城市管理监察支队技术信息科科
长戴端辉说，城管监察队伍要坚决落实
市委、市政府和市城管委关于创城工作
的决策部署，以必胜的信心与决心顽强
迎战，奋力实现全市人民的创城梦想。

为做好创城工作，叠彩街道办事处
主任李昌荣认为，创城为民，创城惠
民，把创城工作落到实处，就是解决群
众关心关注的问题。为落实做好创城工
作，叠彩街道办事处将进一步完善协同
联动机制，围绕创城工作中的难点攻
坚，做到“社区吹哨、部门报到”，充
分调动起各部门力量齐心创城，采取具
体措施补齐短板；同时组织社区和点长
进一步发挥好主体作用，及时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
象山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贡乐伦说，

会议使我们每名创城工作者进一步明确
了思想认识，振奋了创建信心，同时也
深感在责任落实、迎检状态、创建细
节、长效机制、材料质量等方面与创城
指标体系、市委市政府要求和人民群众
期望还有差距和不足。我们将以本次会
议为契机，以更加饱满的热情、顽强的
作风、细致的态度、严谨的职责投入到
我市创城攻坚中去，全面提升创城工作
常态化、精细化水平。

“创城让我们身边切切实实发生了
变化。”雁山区雁山镇居民秦洪感慨地
说。秦洪的店铺开在利森·红郡小区和雁
山新城小区之间的道路旁。这条道路与
两个小区之间有 1 米宽、300 多米长的
一段没有硬化，一到阴天下雨就泥泞不
堪，影响周边居民出行。秦洪向雁山区创

城办反映了这个问题。在接到秦洪的“金
点子”后，雁山区创城办会同雁山区城投
公司与小区负责人协商，投入 30 万，一
个星期就硬化了路面，并在临街商铺前
修筑了水泥台阶，划好了停车线，并装好
了指示牌，让两个小区的居民走上了平
坦路。“‘金点子’让群众也参与到创城中
来，群众更有参与感和获得感。”

秀峰区秀峰街道解东社区党委书记
车志龙表示，作为社区负责人，他在秀
峰区分会场参加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再部署再推进大会。解东社区将主动作
为，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推进网格化管
理。将市区两级包联部门及社区工作人
员落实责任到网格，做到一人一岗，包
卫生、包秩序、包劝导和包宣传。社区
将充分发挥纽带作用，联合辖区企事业
单位共同开展文明城创建工作。

叠彩区清秀社区党委书记李梦清
厘清了下一步创城工作的重点和思
路，把社区内无物业小区市容环境、
民意调查入户工作做得更精细，为创
城添砖加瓦。

创城为民 创城靠民 创城惠民

本报讯（记者谭熙 通讯员蒋文成）
昨日记者了解到，为持续推进依法治区
进程，有效整治不文明行为，象山区在辖
区内开展整治不文明行为大联勤行动，
联合多方面力量，联合巡查、联合执法，
助力我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象山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
大联勤行动从 23 日起启动，将在辖区
内 14 个重点社区和 3 个农贸市场集中
整治车辆乱停放、摊贩乱摆卖、垃圾乱
丢弃、遛狗不牵绳、小广告乱张贴、不
遵守交通秩序、不守法诚信经营等不文
明行为，采用“公安民警+城管队员+
乡（办）或社区工作人员、市场监管局
人员”编组方式，组成多个街面巡逻小
组。其中，公安、交警、城管、市场监
管局等执法部门抽调的人员组成执法
组，街道、社区、包联单位、志愿者则
开展教育劝导工作，及时发现不文明行
为，及时纠正，及时处罚。

行动开展三天来，联合巡逻小组劝

导、教育非机动车逆行和无序停放、机
动车不按规定停放、乱扔垃圾、占道经
营等不文明行为 3000 多人次，并加大
了对不文明行为的处罚力度，共处罚
450 余起，处罚金额共计 9000 余元。

“通过开展此次行动，我们将积极
创新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模式，探索长效
管理新机制，按照‘信息联通、队伍联
合、执法联动’工作思路，联合公安、
交警、城管、市场监管、环卫、街道办
事处、社区等各方面力量，开展联合巡
查、联动执法，形成条块结合、点面结
合、驻巡结合的工作模式，有效提高处
置轻微违法违规行为的效率，降低执法
成本，迅速形成对各类不文明行为的压
制态势，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力
量。”象山区有关负责人表示。

象山区开展整治不文明行为大联
勤行动，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教育，
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象山区开展整治不文明行为大联勤行动

出租车是城市文明的窗口。 8 月 25 日，在我市 14 家出租
车公司 2000 多辆出租车在相关部门的组织下，全部换上了新的座
椅头套。头套上印有与文明相关的宣传标语。部分出租车公司除了
组织公司司机更换头套外，还到火车站等出租车集散地给其他出租
车更换头套，让文明在这座城市流动起来。

图为桂林安达出租车公司组织司机统一更换“创城”头套。

记者苏展 通讯员袁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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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多辆出租车

统一换上“创城”头套

丽君社区：

居民送锦旗 感谢照亮回家路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宾运连）

“这次要多谢你们了！现在小区里亮堂多
了，大家晚上出门也方便了。” 8 月 18 日
中午，家住丽中路东巷 11 号的几位居民为
秀峰区丽君街道丽君社区送来一面书写着
“为民把灯亮，惠民暖人心”的锦旗，感谢
在社区的协调下，小区里亮起了路灯。

“因为是老小区，小区里一直没有路
灯，居民们夜间外出很不方便。”居民老李
告诉记者，没有路灯是居民们的“心病”。
因为居民中不少都是老人，没有灯大家晚上
出门只好打电筒，也存在一些小偷小摸的治
安隐患。

在前不久的入户调查中，有居民向社区
反映这一情况，社区特别重视。秀峰区住建
局、桂林市城市照明管理处等部门和丽君社
区工作人员一道现场办公，给丽中路东巷 11
号和信义路 67 号安装了照明路灯，一下解
决了困扰居民多年的“心病”。

“路灯亮起来，我们的心也亮堂起来
了。”居民陈阿姨说，新安装的路灯让她
跟街坊们打心眼里高兴，大家自发地组织
起来，代表众多居民给社区制作了这面锦
旗，“一方面感谢社区和相关部门工作人
员的付出，另一方面，作为老百姓也感受
到了创城带来的实惠。”

近日，市中
华小学四年级的小
志愿者们在老师和
家长义工带领下，
来到漓江边、王城
景区等地，开展以
创城为主题的公益
宣传活动。活动
中，小书法家们挥
毫泼墨，写下文明
主题的书法作品进
行展示，并赠予市
民和游客，吸引众
多市民及游客驻足
观看。

记者张苑
通讯员王君妍 摄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赵颖)市中心广场紧靠中山中路和正
阳步行街，毗邻桂林榕湖、杉湖、漓江，被誉为桂林城的“大客
厅”。但就在这“大客厅”前，很多非机动车驾驶员为了节省几分
钟时间，都会在中心广场选择逆行，导致非机动车逆行现象屡禁不
止。日前，秀峰区对中心广场非机动车违章逆行行为开出罚单。首日
5 名非机动车驾驶员在市中心广场违章逆行“吃”到罚单。

日前，秀峰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召集相关部门召开现场会，就提
升非机动车驾驶人员的文明出行意识，养成良好的出行习惯，杜绝
逆行现象进行现场测评和讨论，决定从“改、守、罚、曝、宣”五
方面着手予以整治。

“改”即将中心广场靠近中山中路的地带全部设置物理隔离栏
进行阻挡，从设计上达到完全隔断非机动车逆行现象；“守”即在
中心广场路口两边安排专人进行值守，劝导非机动车驾驶员遵守交
通规则，禁止逆行；“罚”即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违章驾驶员
进行处罚，交通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表示，按相关规定，非机动车
（电动自行车）逆行将被处以 50 元的罚款；“曝”即利用天网系
统和电子屏幕将违章人员和处罚信息在大屏幕上滚动播出，对其他
非机动车驾驶员起到震慑作用；“宣”即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
报纸、电视、广播、微信、微博等媒体，不定期曝光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警示教育非机动车驾驶员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桂林人。

措施实施首日，经过周密部署安排，市公安局秀峰分局网安大
队电子监控设备拍摄到 5 名非机动车驾驶员违章逆行，并通过人
脸识别技术确定身份后移交秀峰交警大队进行处理。目前，秀峰交
警大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对违
章驾驶员进行了处罚和教育。

中心广场非机动车违章逆行

秀峰区开出罚单

本报讯（记者刘倩） 8 月 25 日，市城管委召开 2020 年城管
系统创城攻坚推进会，传达落实 2020 年桂林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再部署再推进大会精神，对下一阶段城管系统创城攻坚工作进行具
体安排。会议要求城管系统从细微处入手，遵循“精、细、严”要
求，深入开展十项集中整治行动，提高督查整治标准，加快推进创
城攻坚。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结合城管系统工作实际，为补齐创建短
板，提升文明水平，城管系统将牵头组织开展 10 个方面突出问题
集中整治工作。其中，重点对“小广告”问题进行大力整治，组织
“拉网式”小广告排查清理行动，配合市公安局实施整治乱贴、乱
发小广告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对经调查核实涉嫌“小广告”的通讯号
码，主动协调市创城办和各通讯运营商及时予以暂停服务。同时，对
乱扔烟头、乱扔杂物和随地吐痰问题实施整治，对主次干道、商业大
街、背街小巷等重点区域乱扔烟头、乱扔杂物和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
为进行监测追踪，并上门教育、处罚，发挥智能监控震慑警示作用，加
大在主次干道、商业大街、背街小巷、农贸（集贸）市场等公共场
所乱扔烟头、乱扔杂物、随地吐痰现象的整治力度，并在 41 条主
次干道公交车站设置烟头收集器和“烟头不落地”文明提示语。

此外，城管系统还针对不文明养宠问题、交通秩序和交通管理设
施问题、变电箱等箱体问题、垃圾桶问题、环卫清扫保洁和垃圾收运
问题、“门前三包”问题、路面坑洼积水问题、背街小巷和老旧无物业
小区问题等，也加大整治力度。

据了解，市城管委将进一步建立健全与城区之间、与市直包联
单位之间的联动机制，畅通问题的督查反馈渠道，提升问题的督查
整改效能，形成完整的“发现—反馈—整改—督促—落实”问题处
理链，通过各方配合、通力协作，形成工作合力，促进点位督查整
改落细落实。

市城管委召开 2020 年城管系统

创城攻坚推进会

以“精细严”为标准进行

创城十项集中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