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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创城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吴平
文/摄）“这样蛮好，既方便了我们送
货也不影响通行。” 9 月 8 日，刚拿
完外卖，从东西巷临时停车位取车的快
递小哥小李告诉记者。近日，秀峰交警
大队协调各方在东西巷为快递和外卖小
哥开设了一处“临时停车驿站”。

据了解，因为没有专门的停放点，
在东西巷一带的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上
常常停满了临时停放的快递和外卖车
辆。在取快递和取餐的短暂间隙，不少
快递小哥将车辆停在非机动车道上并骑
坐在车上等待，这样不但加剧了该路段
拥堵，也让道路通行存在很大的交通安
全隐患。针对这一情况，秀峰交警大队
通过前期调研，疏堵结合、创新管理，
协调各方为快递和外卖小哥开设了一处
“临时停车驿站”，解决了这一交通隐
患。

“东西巷是一个集旅游、民俗、文
化、购物、餐饮、休闲、娱乐为一体的
大型综合型商业街区，每天外卖和快递
的需求量非常大。”秀峰交警大队负责
人介绍，因为没有快递三轮车和外卖骑
手的电瓶车专门停放点，在解放东路
靠近东西巷这一侧的非机动车道常常
被临时占用，由于解放东路的非机动
车道不是很宽敞，只要有一辆三轮车
或者几辆电动车停在路边就会给后方
通行车辆造成拥堵。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在秀峰区政府的协调下，秀峰交
警大队多次联合秀峰公安分局、城管
等部门与东西巷管理公司沟通，并约谈
了辖区外卖、快递企业负责人，将东西
巷人行道上一处空间开辟成快递和外卖
员的临时专用停车位，规范快递外卖业
从业者的交通行为，实现对道路交通秩
序的高效提升。

东西巷快递和外卖

专用临时停车位“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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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王
亚东）近日，细心的市民也许会发现，
在七星区龙隐路、辅星路等多条交通主
干道和路口两侧的人行道上，新增了不
少烟头收集器。这些由不锈钢制作而成
的烟头收集器，是七星区为了实现“烟
头不落地、漓东更美丽”的城市目标而
新设置的设备。小小的巧思，既能方便

吸烟者随时找到放置烟头的地方，又能
让环境更干净整洁，可谓一举两得。

记者了解到，此类烟头收集器在七
星辖区内共安放了 600 多个，按照在
重点区域 100 米一处的原则进行合理
设置，分别安放在七星路、漓江路、普
陀路、自由路、毅峰路、穿山小街、穿
山东路、建干路、金星路、辅星路、育

才路、龙隐路、解放桥东匝道一带的人
行道上。这些烟头收集器方便易找，而
且有阻燃效果。在减少随地丢弃烟头，
让环境卫生更加清洁的同时，烟头的固
定收集也能避免未熄灭的烟头成为火灾
隐患。

七星区创城办工作人员在此呼吁，
创城“国考”将至，希望吸烟者做文明

市民，不要随地丢弃烟头，给烟头找一
个“家”，美丽千万家。接下来，七星
区将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各街道、社区
和城中村特色，在各小区和道路推行特
色简易烟头收集器，不放过创建文明城
市的任何一个细节。

七星区：600 个烟头收集器亮相街头巷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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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货车辆整齐停放在临时停车位上。

本报讯（通讯员莫丽雯）小小烟蒂
虽不起眼，却是城市文明的硬伤，不仅
增加环卫工人保洁道路的工作量与难
度，也带来一定的消防安全隐患。近
日，秀峰区在创城工作中使出“新

招”——— 给烟蒂找到了“家”。
在创城攻坚战中，秀峰区在辖区安

装了 150 个烟蒂容器，使得主次干道
路面上烟头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为进
一步补充市场周边、人流较大的城市主

干道上的烟蒂吸纳能力，秀峰区城管局
与桂林市烟草专卖局联系，市烟草专卖
局立即调配了 120 个烟蒂容器捐赠给
秀峰区，以增强烟蒂容器的摆放密度；
并指派专人与秀峰区环卫站的工作人员

一起选点安装容器。在秀峰区城市管理
局、环境卫生管理站以及市烟草专卖局
的三方联动下， 120 个烟蒂容器安装
完毕。目前， 270 个烟蒂容器为实现
“烟头不落地”提供了硬件设施保障。

秀峰区：三方携手亮新招 街头烟蒂不落地

象山区翠竹路威达生
活区是一个老旧小区，由于
缺乏妥善管理，小区内囤积
了大量垃圾。 9 月 7 日上
午，南门街道环卫企业组织
环卫工人冒雨对该小区进行
专项环卫整治，对小区内的
陈年垃圾、大件废弃物进行
清运，并清扫了路面垃圾，
为小区居民营造干净整洁的
生活环境。图为环卫工人在
清运大件废弃物。

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欧阳珊 摄

 9 月 6 日是 2020 年秋季学期开学日。开学当天，象山区民主小学积极响应桂林
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号召，以“创城闯关 击鼓明智”的活动形式欢迎同学们回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4 字是什么？”“你是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在
互动活动中，孩子们学到了新知识，也更懂得如何在学习生活中为创城贡献力量，争当
小小文明宣传员，将文明新风带入更多家庭。记者孙敏 通讯员王海岚 何萍 文/摄

桂林公交首次引进自动洗车机
相比人工清洗效率提升 6 倍以上

本报讯（记者苏展 通讯员阳娟 文/摄）近日，
记者在桂林交通控股公交集团滨北车场看见，一辆
K99 路公交车缓缓驶入自动洗车机内，几分钟不到，
公交车变得焕然一新，车身、车窗、汽车轮毂等都洗得
干干净净。据了解，这是桂林公交第一台全自动化大巴
车车身洗车机，经过两个月紧张的安装、调试，于近日
正式在滨北车场投入使用。

据介绍，该自动洗车机造型简单，为敞篷式立体钢
结构，外形酷似一个龙门架。洗车机两侧配有硕大的毛
刷，当公交车驶到“龙门架”下，会自动感应并开启洗
车模式，洗车机两侧、顶部会喷射出强劲的雾状水流，
毛刷就开始擦拭车身。随着驾驶员缓缓开动车辆，两
侧、顶部会继续喷射水流，同步清洗车身、车顶直至整

台车辆清洗结束，整个清洗过程不到 3 分钟，彻底解
决了双层公交车因车身高导致清洗困难和清洗不彻底的
情况，提高了清洗效率。同时，该设备采用污水循环处
理技术，通过三阶沉淀池对污水进行沉淀和净化，污水
循环利用率达 70％ 以上。

桂林交通控股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新设备改
变了原来“水龙头+拖把”的陈旧清洗模式，有了这台
洗车机，洗一台公交车只要几分钟，而且清洗用的水可
以循环使用，既环保又省时省力，相比以前人工清洗一
辆公交车，清洁效率提升了 6 倍以上，大大缩短了清
洗时间。洗车机的投入使用提升了公交服务水平，保证
了车辆环境卫生整洁、干净，为桂林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提供了有力保障。

创城为民 创城靠民 创城惠民▲自动洗车机对公交车进行清洗。

城市颜值加分

群众幸福加倍
（上接第一版）为破解城市空中“蜘蛛网”问题，近期，市工信局
协调组织中国电信桂林分公司、中国移动桂林分公司、中国联通桂
林市分公司、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南方电网广西桂林供电局等 5
家单位组成联合工作组，对背街小巷和老旧无物业小区“蜘蛛网”
问题进行集中整治。据统计，共整治象山区、秀峰区、七星区、叠
彩区、临桂区等 5 个城区“蜘蛛网” 3900 多处，累计整改长度为
159 千米，喷涂美化箱体 3600 多个。

共享单车规范停放，户外广告整齐美观

共享单车进入城市，让市民享受到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但
共享单车如何管理维护的问题也随之产生，车辆乱停乱放、阻塞人
行道和侵占盲道等现象广为诟病。

针对这一情况，市城管委专门制定共享单车专项整治方案，并
开展了共享单车百日攻坚专项整治行动。在整治中，各共享单车企
业严格控制单车的总量，对投放车辆加强管理，并配备足够的运
维、管理人员，对于共享单车的停放进行合理布局；同时，共享单
车企业加强巡察力度，对无序停放车辆及时发现及时整改。公共自
行车企业则及时清理电子桩旁已破损的备用公共自行车，并对备用
车辆进行严格控制。

各城区城管部门还开展共享单车清废行动，全面排查目前辖区
范围内 ofo 、摩拜等已退出市场的废弃单车，对散落在道路、小
区、绿化带和工地等角落，严重影响城市景观和市容市貌的废弃单
车进行集中清理。经过持续努力，目前，我市共享单车乱象问题得
到有效改善。

户外广告是城市的信息平台，但杂乱无章的非法广告牌不仅给
人带来视觉上的污染，还存在安全隐患。前段时间，市城管支队一
大队组织人员对苗圃路、沙河立交桥周边近 300 平方米的大型违
章户外广告实施拆除。同时，积极动员万福广场、凯风路龙光普罗
旺斯、上海路蔚思大厦、德天广场等商户对外立面未经审批且影响
市容的大型广告牌进行自拆。

市城管委相关人士介绍，对于违法广告，该委将坚持一手抓专
项整治，一手抓长效管理。目前，我市已出台《桂林市户外广告管
理办法》和《桂林市户外招牌管理办法》，今后，市城管委还将督
促市容管理处加强日常清理和管控，并积极引导相关企业自行清理
整改所发布的不雅广告、非法广告，确保市容环境整洁靓丽。

城市管理更精细化，市容环境焕然一新

小广告乱张贴，不文明养犬，随地吐痰，乱丢烟蒂、纸屑、果
皮，非机动车闯红灯和逆行……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城市环境卫生秩
序，也成为创城攻坚致力根治的顽疾。市公安局和市城管委持续对
上述问题开展整治行动，全力营造干净整洁的市容环境卫生秩序和
交通秩序。

9 月 2 日，象山区瓦窑村黎某在同心园小区门口乱丢烟头，被
附近的“天网”摄像头拍下。公安部门调用大数据分析核实，确定
了黎某的身份和住址。当晚，城管、公安执法人员来到黎某家中，
以“敲门行动”进行宣传教育，并实施了处罚。这只是我市开展突
出市容问题整治行动的一个缩影。针对屡禁不止的违法小广告，城
管、公安等部门联动，进一步加大惩治力度，对于屡教不改、情节
严重的当事人立案拘留。同时，市城管公安联合执法队伍到叠彩、
七星、秀峰、象山等城区以及车站站点、重要交通路口等处开展交
通秩序整治行动，重点对非机动车走机动车道、逆行、乱停乱放以
及行人闯红灯等行为进行查处，对不文明行为采取发朋友圈让朋友
监督、现场接受教育、依法处罚等方式进行查处，努力营造良好的
市容市貌与和谐文明的社会氛围。

在市容秩序专项整治方面，市城管委、各城区积极开展打击露
天烧烤专项治理、市容“五乱”整治、建筑垃圾专项整治等一系列
联合执法行动。据统计，上半年，市城管委整治城市主次干道
1462 条，共取缔治理流动占道经营、超门窗经营摊点 364 摊次。

如何确保整治效果持久，是市容环境综合整治中经常遭遇的难
题，为避免陷入“整治—反弹—再整治—再反弹”的怪圈，进行体
制机制创新、实现城市管理的精细化和长效化成为关键。市城管委
相关人士介绍，目前，我市已形成了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常态化督
查，各县区加大投入、补齐短板，城市管理精细化程度不断提高，
覆盖面不断向背街小巷、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延伸。同时，各市直
部门、中区直单位对责任范围内的城市管理问题处置及时到位，初
步形成城市管理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实习生唐文睿）为助力我市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日前，市自来水公司妇联组织该公司环保妈妈志愿者服务队的
25 名志愿者，来到象山区文新社区开展环境清洁志愿服务活动。

在活动中，环保妈妈志愿者们拿着扫把、撮箕、钳子、垃圾袋
等，对文新社区的各个背街小巷的道路、绿地进行清扫，并重点清
理了一些卫生死角。经过大家的努力，文新社区环境卫生得到较大
改善。志愿者们还向社区居民发放创城宣传资料，传递清洁环保理
念，解读垃圾分类常识，引导大家用实际行动支持桂林创城工作。
市自来水公司党委书记罗雪梅告诉记者，公司环保妈妈志愿者服务
队将不定期深入社区开展垃圾分类、环境卫生保护等活动，并鼓励
引导身边人转变观念，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意
识，争做美化环境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为桂林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
献巾帼力量。

市自来水公司环保妈妈

志愿者服务队为社区保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