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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化雨育蓓蕾 立德树人筑基石

全市未成年人德育教育
“接地气”见实效

根据《桂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桂林市城市管理绩效考评
办法(2017年修订)的通知》(市政〔2017〕17号)精神，市城市
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全市相关单位开展城市管理绩效考评工
作。现将5月份城市管理绩效考评结果公布如下：

2019年5月份

城市管理绩效考评结果

一、2019年5月份两县六区城市管理绩效考评成绩

二、2019年5月份市直部门城市管理绩效考评成绩

三、2019年5月份中区直单位城市管理绩效考评成绩

桂林市城市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6月5日

名次 单位 得分 第一责任人 直接责任人

1 七星区 85 .77 书记：石玉琳
区长：郑 平 常委、副区长：易理冬

2 阳朔县 85 .48 书记：蒋春华
县长：周 彦 常委、副县长：何宗伦

3 临桂区 85 .45 书记：何新明
区长：李绍政 常委、副区长：秦德生

4 灵川县 85 .20 书记：赵奇玲
县长：胡焕忠 常委、副县长：张福垣

5 雁山区 85 .18 书记：古保华
区长：杨玉霜 常委、副区长：江基发

6 叠彩区 84 .36 书记：余 捷
区长：朱鹃屏 常委、副区长：张治英

7 象山区 84 .33 书记：唐小忠
区长：经友新 常委、副区长：秦 涛

8 秀峰区 83 .36 书记：蒋育亮
区长：雷 陈 常委、副区长：谭 涛

名次 单位 得分 第一责任人 直接责任人

1 市总工会 99 .16 党组书记：张 强 副主席：李国玉

2 市公安局 97 .46 专职副书记：刘小平 副局长：谢 坚

3 市城管委 95 .78 主 任：刘祖军 总工程师：秦 红

4 市国资委 93 .49 主 任：肖必忠 副主任：陈 江

5 市生态
环境局 92 .10 局 长：邓学云 党组成员：陈亚民

6 市工信局 92 .03 局 长：韦远明 党组成员：唐正茂

7 市水利局 92 .01 局 长：文 飞 党组成员：仇建辉

7
市文化
广电和
旅游局

92 .01 局 长：李 滨 党组成员：周方健

7 市住建局 92 .01 局 长：曾 亮 副 主 任：高醇武

8 市人防办 92 .00 主 任：蒋永刚 党组成员：王永昌

9 市林业和
园林局 91 .70 局 长：杨水才 副 局 长：陆 丹

10 市自然
资源局 90 .00 局 长：王 飚 副 局 长：易云初

11 市交通
运输局 83 .41 局 长：钟德臣

党组成员：柳兴平、321国
道、火车北站、公交车站
负责人、桂林市交投集团

董事长：赵继红

名次 单位 得分 第一责任人 直接责任人

1
广西广电
网络桂林
分公司

99 .38 总经理：黄礼清 副总经理：覃 宁

2 桂林
供电局 96 .56 局 长：骆正义 副总经理：刘震达

3
中国电信

桂林
分公司

92 .67 总经理：卢 文 副总经理：谷业茂

4
中国邮政
集团桂林
分公司

92 .02 总经理：罗仁江 副总经理：宗志杰

5
中国联通

桂林
分公司

91 .80 总经理：陈贤东 副总经理：唐青柏

6
中国移动

桂林
分公司

85 .39 总经理：易大东 副总经理：徐 钽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关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桂林市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扣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为主题，以培育时代新人为目标，从完善机制体制、丰富教育实践活动、巩固阵
地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推进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让全市未成年人德育教育更“接
地气”，为广大未成年人营造健康成长的沃土，让“花儿”少年绚烂绽放。

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激发未成年人爱国
热情，今年我市开展了“传承红色基因”系列
活动。4月3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
区文明办主办的2019年“我们的节日·清明”
缅怀革命英烈文明实践活动在桂林兴安红军长
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举行。桂林市、兴安
县机关干部，兴安县驻军官兵及民兵预备役代
表，兴安县失散红军后代及中小学生代表共
1200人参加当天的活动。

据了解，去年4月2日至4月8日，我市组
织开展了2018年未成年人“传承红色基因”
清明祭英烈活动。这场声势浩大的活动，先后
共吸引了50余万未成年人带动教师、家长共
同参与，103 . 38万人次参与网上向先贤先烈

鞠躬献花、抒写感言寄语，投票排名全区第
一，撰写了心得体会5万多篇。此外，线下开
展主题活动200余场，10多万中小学生都参与
了手抄报比赛、征文演讲、诗歌朗诵活动。

全市还深入发动各中小学校广泛组织开
展“童心向党”歌咏活动。据不完全统计，
全市836所中小学校共开展歌咏活动300余
场。桂林市“童心向党”歌咏活动专场在广
西文明网—八桂未成年人频道中展播。

此外，全市组织开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进校园、未成年人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劳动美”实践活动、“阳光成长”健康教
育活动等系列活动，全市54万中小学生都参
与其中。

“我要把在美术班画的画全都挂在家里，
等到春节，爸爸妈妈打工回来，给他们一个惊
喜！”近日，灵川县灵田镇中心校五年级学生
胡彦欣高兴地说。自从参加了学校的兴趣班，
原本有些腼腆的胡彦欣渐渐开朗了许多。

这个学期以来，在灵川县灵田镇中心校，
有许多像胡彦欣一样的留守儿童，通过乡村学
校少年宫，免费学习了美术、经典诵读、书
法、舞蹈等才艺，让他们的课外生活变得丰富
起来。少年宫还把德育渗透到孩子们喜闻乐见
的活动之中，积极注入勤劳、诚信、友善等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元素。孩子们不仅学到了独
特技艺，而且受到了道德教育。

为搭建好校外活动平台，助力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我市加强了学校少年宫建设。截

至目前，全市共建成各类学校少年宫164所
（其中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项目75所、
市级乡村学校少年宫74所、城市学校少年宫
15所），实现了全市所有乡镇中心小学学校
少年宫全覆盖。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示范基地作用在
我市也得到了充分发挥。去年，我市创建了
桂林市新华书店、桂林市花桥美术馆2处市级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示范基地，并进一步
发挥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战役纪念公
园、桂林美术馆2处自治区级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示范基地示范作用，广泛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活动，以及桂林少年儿童书画、摄影
作品展览等活动。

在长期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实践中，我
市不断创新特色活动形式内容，丰富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内涵，通过未成年人带动广大群
众共同参与文明城市创建，“小手拉大手”共
创全国文明城市。先后有114所中小学就近与
社区结对，开展学校社区结对共建文明城市活
动。

此外，我市持续深入开展文明校园创建。
去年，我市创建文明校园参与率达到100%。
经过扎实有效的创建，去年评定30所中小学
为市级文明校园，并继续开展新一届市级文明
校园评选工作，推荐24所中小学为创建全国

文明校园先进学校。
依托学校教育和社区实践优势互补，每

月通过组织中小学生与社区联动开展“小手
拉大手 共创文明城”“文明从我做起”
“创文明城市、做文明市民”等系列文明创
建主题实践活动，既在实践中提升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素养，同时通过未成年人带动广大
群众共同参与文明城市创建，进一步夯实了
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教育网络，成
效明显。

记者庄盈

抓主题教育 激发未成年人爱国热情

抓阵地建设 搭建良好校外活动平台

创特色活动 丰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