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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朱继华)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再
部署再推进大会精神，加大突出问题集中
整治工作，推进文明景区建设，近期以
来，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桂林旅游股份
有限公司组织下属市区主要景区全面打响
创城攻坚战。各景区对照标准全面梳理创
城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弱项，针对重点问题
逐项进行排查整改，明确完成时限，确保
全面优于创城指标要求，努力为广大游
客、市民提供更优质服务。

近日，七星景区持续开展了环境清洁
整治行动，全面清理各区域卫生死角，更
换维修破损设施；补种苗木 30 多株，新
增绿地面积 300 多平方米，摆放鲜花 1
万多盆；新增 6 处公益广告景观小品，
并利用 LED 屏、宣传板、灯牌等形式宣
传创城相关内容；新设立学雷锋服务站，
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服务；设置残疾人卫生

间和母婴室，满足特殊人群需要；完善
导示指引，公示救助电话，为有需要的
游客市民提供及时帮助；开展文明引导
活动，工作人员自觉对园区内不文明行
为进行劝导。另外，景区内有上百只野
生猕猴，过去市民和游客随处喂食，不
利于卫生清扫，现开辟专属喂食场地，
安排卫生人员进行清理，大大改善景区
环境。

芦笛景区围绕创城各项标准，加大
自查自纠力度，狠抓整改，文明景区建
设和旅游接待服务等方面有了明显提
升。在创城宣传方面，景区利用大型固
定广告牌、宣传栏、可移动水牌、景观
造型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文明公约、脱贫攻坚等内
容。在园容园貌和基础设施方面，景区
进一步加强卫生保洁和旅游公厕清洁管
理，坚持每天进行环境消毒，营造文
明、美丽、洁净的景区环境。此外，景
区还开展创城网格化管理，动员全体职
工积极参与到创城志愿服务中，做好游
客接待，提升服务质量，努力创建文明
服务窗口。

象山景区对设施设备进行优化升
级，增划东门停车场停车线，解决该停
车场长期存在的停车不规范问题；在景
区内增加标明距离的无障碍卫生间指示
牌 8 块，更换无障碍卫生间标识牌 4
块，在有台阶处设置无障碍求助电话，

解决残障人士的特殊需求。景区卫生间
更换生锈损坏的挂钩、门扣、门锁、洗
手液盒等设施 30 余处。景区内管理员
和保洁人员均佩戴文明引导员袖章，对
乱扔垃圾、横躺、踩踏绿地、钓鱼、游
泳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景区还积极
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各种创建活动，如参
与滨江路旅游秩序综合整治、垃圾分类
等活动，为创城出力。

两江四湖景区设置了 4 个督查小
组，对各区域持续开展督查检查，确保
景区范围符合创城相关工作要求。叠彩
山景区、伏波山景区利用旅游窗口单
位的优势，专门设计制作文明旅游宣
传海报，在各出入口设置专栏进行大
力宣传，加强创城宣传和文明引导，
努力引导游客、市民树立文明出行和
文明旅游的理念，营造舒适文明的旅游
环境。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董语昌)日前，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组织市戏剧创作研究院、市文艺演出有限责任公司的文化文艺
志愿者走进龙隐社区和回龙社区，开展 2020 年新时代文明实
践———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文化惠民进社区文艺宣传公益活动，大
力宣传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成果及文旅惠民政策措施，提高市
民对创城的知晓率和参与度。

歌舞《山欢水笑喜迎宾》拉开了文化惠民进社区文艺宣传公
益演出活动的序幕；渔鼓表演《创城为大家》生动演绎了我市
“创城为民、创城靠民、创城惠民”的实践；由桂林市第十四中
学 2018 级二班同学们带来的民族舞《传人》展现了桂林市开展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来，各行各业志愿者积极参与创城活动的时
代风貌。演出现场还安排了有奖问答环节，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宣传创城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倡导广大市民同做文明人、
共创文明城。

据统计，龙隐社区、回龙社区的两场文化惠民进社区累计参
加活动的观众约 900 人次，现场发送宣传资料 3000 多份，丰富
了市民的文化生活，提升了市民对创城的满意度，现场观众纷纷
为活动点赞。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张一帆 陈基亮)为减少公共自
行车无序投放，坚决杜绝车辆乱停乱放现象，助力桂林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日前，市城市管理信息中心联合永安公共自行车公
司，对全市 174 个公共自行车站点备车临时停放区域进行划
线，有序规范各站点的备车停放。

作为一种健康、环保的交通工具，近年来，公共自行车为缓
解我市交通拥堵，有效解决市民出行时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作
出积极贡献。但由于每个站点用车数量的不确定性，导致备车投
放时经常出现投放过量现象，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并妨碍行人
通行。针对这一情况，根据全国文明城市实地测评标准和市创城
办相关要求，本着“创城为民，创城便民，创城惠民”原则，市
城市管理信息中心联合永安公共自行车公司对我市现有的 300
多个站点进行现场勘察。

市城市管理信息中心相关人士介绍，经勘察发现，需要临时
备车的站点有 200 多个，其中少数站点旁设有非机动车停车划
线区域，而 174 个站点没有。为此，中心与永安公共自行车公
司经过缜密研究，制定了相关规划方案，并组织人员加班加点，
对规范备车停放区域进行划线。经过努力，目前该项工作已圆满
完成。希望广大市民在使用完公共自行车和共享单车后，在指定
地点规范停放，为创城做出自己的贡献。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李林静
文/摄）说起无物业管理小区，多半人脑海中
浮现出来的画面是这样的：车辆无序乱停、墙
面全是小广告、楼道里有卫生死角、蜘蛛网般
的线路遮蔽上空…… 8 月 28 日，当记者来到
象山区龙船坪 2 号小区时看到，整改后的小
区整齐干净，过路居民竖起大拇指称赞“比之
前好多了！”

无物业管理小区一直是城市管理的难点。
它们大多建于 2000 年以前，由于无专业物业
企业管理、无建设主体单位管理、无业主委员
会管理，被称为“三不管”。为把创城工作向
纵深推进，让文明的触角覆盖、延伸到城市的
每一个角落，龙船坪社区启动了无物业管理小
区整治工作。龙船坪社区负责人告诉记者，南
门街道龙船坪社区下辖 14 个无物业管理小

区，创城百日攻坚战打响以来，社区已多次组
织志愿者深入无物业管理小区开展环境综合整
治，尤其着力整治无物业管理小区的卫生死
角、牛皮癣广告、楼道堆放杂物、小区隐蔽处烟
头等。8 月 4 日，社区组织志愿者来到龙船坪小
区，开展“你我同携手，共创文明城”卫生清扫活
动；8 月 14 日，社区携手共建单位及辖区党员
志愿者、青少年志愿者来到龙坪新村小区，开展
创城志愿服务活动；8 月 24 日，社区携手象山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军粮供应管理中心志愿
者，来到龙船坪 2 号小区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大
清扫活动，清除各类垃圾 2 吨左右。

烈日下，龙船坪社区志愿者到无物业小区开展环境综合整治

“三不管”无物业小区向“齐洁美”进发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戴端辉)8 月 31 日，记者从市城管
支队了解到，中元节期间，为了严管严控不文明祭祀行为，市城
管支队将联合公安部门加强日常巡查，重点是夜间督察巡查，一
旦发现有在城市公共区域焚烧纸钱，燃放鞭炮，施画白圈，销
售、燃放孔明灯等不文明行为，将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
染防治条例》《桂林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相关法
律法规从严从快处置。

2020 年传统中元节即将来临，按照习俗，人们在节日里祭
奠祖先缅怀逝去的亲人。然而，在祭祀过程中，一些人也形成了
某种陋习，如在城市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和生活小区的公共区域
进行画白圈，焚烧纸钱、祭品，燃放鞭炮等活动，还有的燃放孔
明灯许愿，这样不仅污染环境卫生，而且埋下安全隐患。

为了纠治当街擅自焚烧纸钱、施画白圈、燃放鞭炮、销售燃
放孔明灯等不文明行为，按照市人民政府要求，市城管委专门发
布了《关于 2020 年中元节文明祭祀禁燃的通告》，就中元节文
明祭祀提出了硬性规定：今年中元节期间(2020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3 日)，在六城区(象山、秀峰、七星、叠彩、雁山、临桂)范
围内严禁焚烧香蜡纸、纸钱等祭祀品，禁止销售和燃放孔明灯和
烟花爆竹；中元节期间，因擅自焚烧香蜡纸、纸钱等造成环境污
染，或者擅自销售孔明灯的，相关执法部门将依法予以严肃查
处。

城管部门提示：桂林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践行文明从我
做起。请广大市民群众自觉开展文明祭祀，摒弃乱烧纸钱、燃放
鞭炮、画白圈等不文明陋习，维护良好的环境卫生秩序，共同建
设桂林美好家园。

本报讯(记者苏展 通讯员阳娟 文/摄)“把
烟头直接扔垃圾桶里又怕着火，乱丢既不卫生又不
文明，现在公交站有了这个烟头收集器，抽烟的市
民乘客就方便、安全得多了。” 8 月 30 日起，不

少细心的市民发现，在一些公交站台上，有一个
圆柱筒的不锈钢容器矗立在公交橱窗边，上面还
印有“烟头不落地，桂林更美丽”的字样，让市
民乘客眼前一亮。

记者从桂林交通控股公交集团了解到，为助
力桂林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最大程度改变候车
市民不文明习惯，引导大家树立健康的生活方
式，根据市创城办的统一安排部署，桂林交通控
股公交集团在桂林站、汽车站、文明路等 118
个公交站点安装了烟头收集器，就像城市公交站
的“烟灰缸”，时刻提醒吸烟的候车市民养成良
好卫生习惯，减少烟头落地。

据介绍，此次安装的圆柱形烟头收集器小
巧、精致，顶部有灭烟孔，能有效避免烟头引发
垃圾箱着火的安全隐患。收集器底部有个锁扣，
定期打开就能及时清理里面的烟头。收集器安装
高度适中，一些过往的市民乘客看到后，纷纷自
觉将烟头放入其中。目前，桂林市各主、次干道
及其他未设置有垃圾桶的公交站点均已安装了烟
头收集器。

提醒吸烟的候车市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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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秀峰区采取多种方式，方便市民和游客丢弃烟头
等杂物。其中，在湖光路段放置了 12 个专用的烟头收集瓦罐
和一定数量的不锈钢烟头收集器，并在显眼位置做出指示标
识。这样的小措施，减轻了环卫工人的工作量，也方便了市民
和游客。

记者唐艳兰 通讯员黄捷文 摄

秀峰区在湖光路

设置多个烟头搜集处

整齐的街道，文明的礼仪，秀丽的山水…… 8
月 28 日上午，秀峰区丽君街道九岗岭社区组织辖区
儿童开展“书香伴童年，我为创城添色彩”绘画活
动。孩子们通过稚嫩的画笔在小扇子画下心中的美好
家园和文明行为习惯，为创城助力。

记者陈静 摄

我为创城

添色彩

 8 月 24 日，龙船坪社区工作人员与共
建单位志愿者们对龙船坪 2 号小区开展环卫
清理整治。

▲公交站点安装的烟头收集器。

推进文明景区建设

市区各大景区打响创城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