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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一场声势浩大、雷霆万钧的创文百日攻坚战打响，新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前所未有地受到各方
关注。创文已经给新区带来了什么？还将带来什么？带着疑问，滨海新区融媒体中心多路记者走进创文攻坚
的主战场，走近市民群众，从中寻找答案。

将怎样改变滨海

伴随“一声号令”，一场声势浩
大、雷霆万钧的创文百日攻坚战正在
新区全面打响，全区上下迅疾行动，
区领导走进社区，走近群众，奔赴基
层一线密集暗访，各部门、街镇密切
协作，齐抓共管，携手联动，攻坚克
难，矛头直指城市丑陋顽疾、服务短
板、民生缺项，城市面貌正为之一变，
彰显着文明创建“以人民为中心，问
题导向，共建共享”的工作理念，受到
广大群众的称赞与支持。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我们奋斗的目标”，找准了这一突破

口，就找准了攻坚战的主攻方向，就
没有攻不下的“堡垒”，就没有啃不
下的“硬骨头”。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把文明城区创建工作的出发点、落
脚点归于人民，创文自然就有了不
竭的动力与力量源泉。而城市的每
一位居民、群众，也要把自己当作城
市的主人，从我做起，向着文明进
发，在参与中共建城市文明，只有共
建，才能消除创建中的每一块“短
板”，共享城市文明创建成果才能变
为现实。 记者 李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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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文改变着这些城市

合肥：将“创建难点”变身城市亮点

2017，合肥市成功保住荣誉称号，继续成

为全国文明城市之一。如今的合肥，“幸福密

码”体现在身边的每一个生活场景里。除发展

硬件设施，合肥将“创建难点”变身城市亮点，

打造了多样文化街区。如今，越来越多的老旧

街区改造沿用这种“文艺范儿”，主动亲近大众

和市民，成为合肥的城市符号和文化名片。

张家港：文明创建动力十足

张家港市创文历程中，始终坚持创建惠民

利民、全域创建、创建常态长效，城市文明程度

和市民文明素质不断提升。成功承办全国县级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现场会、全国创建文明城市

工作经验交流会，有力巩固张家港先进典型地

位，在全国发挥旗帜引领作用。 范炳菲 整理

新区创文进入百日攻坚阶段，作为

创文主力军的各街镇综合执法大队也掀

起了新一轮攻坚的热潮。8月8日上午，

记者来到宁波道，新村街道综合执法大

队副队长张鹏正带着几名执法队员，督

促沿街商铺自觉维护门前的环境、秩

序。一商铺门前摆放着大摞纸箱，张鹏

见店主收拾不迭，主动上前帮忙。这一

举动，让店主更觉内疚，表示一定改正。

“柔性执法”
让城市管理有温度

张鹏告诉记者，一直以来新村街道

综合执法工作都坚持“7 分服务、2 分管

理、1分执法”的原则，“用服务拉近和居

民的距离，才能促进工作开展”。

新村街道坐落于老城区，辖区老旧小

区多、老年居民多、小商小贩多。这“三

多”就给综合执法工作带来很大难度。其

中老年居民的工作尤为不好做。张鹏告

诉记者，创文对社区内环境秩序的要求很

高，但在老旧小区却有很多老人喜欢收

集废品，习惯在家门口堆物，影响小区环

境卫生。老年人脾气往往都比较倔，执法

越是强硬，效果往往越不理想。

此前，在正义里社区，有一位老大

爷喜欢收集废品，家门口光是废弃的三

轮车就有三辆，门口堆满硬纸夹、塑料

瓶，街坊邻居怨言很多。居委会多次上

门给大爷做工作，但其就是拒不配合。

张鹏了解情况后，带着执法队员来到大

爷家。一进门并不是跟大爷讲政策，而

是先跟他唠家常，拉近感情距离。通过

聊天，张鹏发现原来自己和这位大爷还

有过交集。多年前，大爷在辖区摆摊卖

过吊钱。大爷也回忆起来，眼前这位小

伙子，从前就特别和气，见面经常打招

呼。张鹏边聊边劝，大爷也慢慢转变了

观念，“我年纪确实也大了，身体也不

好，以后不捡了”。看见大爷松口，执法

队员们赶紧上前帮忙，帮老人清理了门

前的堆物。

“老年人思想意识僵化，很难改变，

所以就要求我们在执法过程中有耐心，

一次劝不成，就两次，用我们的态度来感

化他。”张鹏说。

锲而不舍
一处违建跟踪多年

做综合执法的工作，还要有锲而不

舍的精神。辖区曾经有一户违建户，张

鹏和同事们一盯就是几年。前不久，上

海道上一处高空违建，就因他们的坚持

不懈，顺利拆除。

张鹏介绍，这处从二楼阳台接出的

违建已经存在多年，住户是一对青年夫

妻和一位老太太。自从发现，辖区居委

会和综合执法大队就不断在做工作，他

自己就曾多次上门劝导，两位年轻人态

度尚可，但家里的老人却态度强硬。多

年来，张鹏和队员们一直都没有放弃对

这处违建的工作。今年，通过居委会了

解 到 ，这 家 的 老 太 太 似 乎 是 回 老 家

了。张鹏一看是个好时机，赶紧带着

执法队员入户做工作。通过三番五次

打电话、面谈，终于把工作做通了，违

建顺利拆除。

1998年，原塘沽区组建城管队伍之

初，张鹏就通过考试成为了第一批城管

队员。在他看来，20多年来以综合执法

为代表的城市管理工作，愈加精细化。

目前，综合执法大队采取定人定责的工

作模式，预先划定责任区域和内容，“包

干”管理，“划定片区，提高了工作效率；

责任落实到人，增强了执法的队员的责

任心”。

如今，随着创文工作的深入，对综

合执法工作的精细化程度又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张鹏介绍，在接下来的攻坚

行动中，综合执法大队将与居委会配

合，对辖区内的违建、堆物、圈占进行新

一轮的排查整治。同时也将结合《天津

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加大对不文明

行为巡查、执法的力度。在创文中完善

综合执法工作，通过加强综合执法推动

创文工作。 记者 张智

创创文文
？

“把成效体现在创建为民惠民上”
百日攻坚这样影响着滨海人 文明城区创建带动城市环境改

善提升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我们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就是

以人民为中心，使城市功能更加便民利民惠

民，增加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区委宣传

部副部长方吉潮介绍说，“全国文明城市”是

一个反映城市整体文明水平的综合性荣誉

称号，“文明城区创建的一个最大亮点就是

城市环境的改善提升，比如说交通秩序的

完善，我们通过文明城区创建最大限度地

满足居民停车方便、规范有序，包括老旧小

区提升改造等问题，这些都是老百姓最关

心的问题。随着我们持之以恒地创建，城

市环境不断改善，老百姓的素质也不断提

高，人的文明和城市文明就会形成良性互

动，这对我们新区的软实力具有深远的影

响，也是新区对外交流的良好品牌和一张名

片。”方吉潮说。 记者 范炳菲

观
点

滨海新区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方吉潮：进
展

2018 年，古林街开启创文工作后，

25 岁的刘辉就成为了古林街福汇园社

区的创文联络员。那时起，她就像其他

一线创文工作者一样，一心扑到创文工

作上来。8月8日，记者跟随刘辉实地了

解她创文工作的一天。

每天上午8点左右，刘辉就带上她的

出门“三宝”——铲子、垃圾夹、照相机，

来到社区开始巡查社区各区域的环境卫

生、公益广告牌，对社区居民进行文明劝

导，并和物业沟通联系解决创文难题。

记者了解到，从创文第一天起，福

汇园社区便查找弱项出实招，聚焦难点

补短板。刘辉经过实地调研提出了实

行居民“门前三包”责任制，要求每家每

户落实包卫生、包秩序、包整洁的“门前

三包”制度，并以楼栋为单位每月进行

考核，并针对优秀楼栋及业主进行精神

及物质奖励。随着“门前三包”责任制

长效管理机制逐步建立，大家纷纷“自

扫门前雪”，主动配合社区工作人员及

楼栋长把摆放在门前的杂物搬进家

里。从此，楼道内恢复了干净整洁的面

貌，居民们心里也敞亮起来。

开展创文百日攻坚以来，刘辉更忙

得不可开交。“只要用心宣传，居民会理

解的，创文联络员就要说破嘴皮，坚持

到底。”刘辉感慨，如果居民不配合，那

肯定是他们工作没有做深做透。

下午1点30分，记者赶到社区时，刘

辉仍然在忙，她正在和社区工作人员一

起布置创文主题公益活动会场。2 点

钟，现场布置完成，社区居民陆续进

场。这边活动还在进行中，刘辉又要转

战参加街道组织的创文百日攻坚工作

部署会。“我要去了解最新的工作要求，

然后回来传达给大家。”刘辉跟居民打

完招呼后，迅速赶往会议地点。

下午5点30分，会议结束后，刘辉继

续“连轴转”。她赶回社区，第一时间在

社区召开部署会议。一边宣读街道大

会上的政策，一边与同事们展开热烈讨

论，“创文百日攻坚一定要查漏补缺，重

点工作一定要梳理全面”。

晚上 8 点半，刘辉还与工作人员在

办公室碰头，总结一天的创文情况并安

排明天的工作，直到 9 点才结束一天的

工作准备回家。“我没有孩子，时间相

对其他同事富裕一点，所以多干一点

也没关系，只要创文给居民们带来了

真正的实惠，付出多少都值得。”刘辉告

诉记者。 记者 李婷婷

新村街道综合执法大队副队长张鹏 社区创文联络员刘辉

创文攻坚 向着幸福出发

半个月前，新区吹响创文百日攻坚的号角，各

单位迅速行动，短短半个月，创文红利即已显现。

在泰达，AI泰达微信公众平台“随手拍”定期

曝光不文明行为，从解决百姓关注的热点、难点、痛

点问题着手，让百姓切实感受到便利。这个夏天，

潮宗桥村里排污沟不臭了，中塘镇部署截污、生态

修复、内源治理等整顿措施，使区域内水质明显提

升，让市民享受清洁、美丽的生活环境。

“把成效体现在创建为民惠民上”是新区创

建全国文明城区的初衷之一。今年，区城管委明

确将加快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推进老旧小区改

造，提升城区背街里巷面貌，提升公共场所无障

碍设施，补齐垃圾分类设施不完善等短板，落实

长效管理机制。区卫生健康委制定全区母婴室

设施建设百日攻坚实施方案，进一步完善公共场

所的便民环境。 记者 范炳菲

我在创文攻坚第一线

链接链接

新区创文大事记

1月17日 滨海新区成功获评首届“天津

市文明城区”。

3月26日 滨海新区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动员大会，出台《滨海新区创建全国文

明城区三年实施方案》，各项创文活动随

即展开。

7月起 滨海新区启动志愿服务“五个一”

创建活动，助推文明城区创建。来自各

行各业的志愿者带动居民投身志愿服务

中，开展多次“万人环境大清整”行动，净

化美化新区。

12 月初 开展滨海新区 2018 年文明劝导

志愿服务活动，招募到200名文明劝导志

愿者在新区重点区域进行文明劝导活动，

劝阻不文明行为，引领文明新风尚，提升

市民文明素质。

2018年

4月19日 新区召开2019年度滨海新区创

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推动会暨迎接国家卫

生区复审动员会，加大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力度，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努

力建设繁荣宜居智慧的现代化海滨城市。

5月1日《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正

式施行，经广泛宣传，其内容实现从“入眼

入耳”到“入脑入心”。

5月 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揭牌成立，

为首批试点建设的1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和 11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授牌，并成

立了6支新时代文明实践队，建立起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三级架构，更

好推动农民全面发展、农村全面进步。

7月25日 新区启动2019年度创建全国文

明城区百日攻坚行动，从基础设施建设管

理、城市精细化管理、市民文明素质提升三

个方面16个专项进行创文短板突破，完善

软、硬件设施建设，力求从整体上提升城区

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质。 记者 范炳菲

2019年

走过社区的大街小巷
■ 创文改变你我

新村街道永康里小区

蚊虫不再困扰居民

由于建筑年代久远，设计不合理，永康里就

成了蚊虫滋生的温床。一到夏天，蚊虫就会影

响居民生活。今年，结合创文，丹东里社区联合

小区物业公司对丹东里小区、永康里小区共计

33个楼门管道井做消杀，用塑料膜封堵井口，彻

底解决了困扰居民的蚊虫问题。 记者 张智

地点 开发区万通新城国际小区

社区文明了 居民开心了

万通新城国际小区共有 22 栋 1300 多户

业主。过去楼道堆物引发居民较多意见，一

直没解决。前段时间，泰达街尊重民意集中

治理，楼道畅快了，大家心里也痛快了。而

社区定期组织的的环境大清整以及私圈绿

地清理等行动，都让小区环境更上了一层

楼。居民尚女士说：“创文改变了小区环境，

提高了舒适度。” 记者 许卉

地点 中塘镇南台村

农居村落环境焕然一新
聊起创文带来的新变化，家住中塘镇南台

村的王大爷深有感触。

因为村民生活习惯，各家房前屋后纷纷乱

堆杂物，影响了居住环境。尤其是村内主干道

路，杂物乱摆乱放，占据半条道路，居民出行有

诸多不便。自创文开展以来，南台村公共道

路、场所以及居民房前屋后堆放的杂物在短时

间内被全部清理，村落环境焕然一新。社区内

原本的坑洼道路得到整治，实现硬化，居民出

入更便利。此外，村里将老村主干道贤明街、

天时路、六兴巷等共计5公里进行了翻修，并

安装太阳能路灯50盏，实现巷道亮化，让居民

晚上出入更加安全。 记者 李婷婷

垃圾分类宣传 记者 贾成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