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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亚丹 通讯员张旭
长）“孩子们的卫生习惯越来越好了！”10
月8日早上，在通往湛河区北渡街道北渡
村北渡小学的路上，一群小学生将路边
的纸屑随手捡起并放进了路边的垃圾桶
内，一旁的湛河区环卫工岳来福看到这
一幕，忍不住夸赞起来。

这些垃圾桶旁边，绘着小学生往垃圾
桶放垃圾的图画，写着提醒大家爱护公共
环境的警示标语。为促使辖区居民提升
文明素质，今年8月，在北渡小学校园外学
生们上下学走的道路上，湛河区北渡街道
组织人员在两侧绘制了一幅幅图文并茂、
色彩鲜艳的墙体画。这些彩绘从不同角
度、不同内容展现着社会文明新风，提醒

过往居民自觉规范言行举止。
这些劝导人们爱护环境卫生、讲求

文明礼仪的图画上墙后，岳来福发现行
人总是自觉地将垃圾投放进垃圾桶内。

随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持续
深入，该区在持续加强“创文”硬件设施
建设的基础上，以文化教育为载体，不
断创新宣传教育手段，培养居民文明习
惯，建立长效“创文”机制，营建自觉“创
文”社会氛围。

为全面提升辖区居民对“创文”的认
知度和执行力，该区精挑细选了一批反
映文明礼仪、孝道等“创文”主题的诗文
和名言警句，自行创作了一批体现时代
正能量的趣味漫画，在辖区各行政村（社

区）主干道的醒目位置进行绘制。同时，
在部分行政村（社区）及大型活动广场安
装电子显示屏，定期演播“创文”宣传节
目；借助乡村大喇叭和流动广播车，定时
播放“创文”政策及相关文艺作品，实现
了“创文”知识随处可见、“创文”声音随
处可听。

为综合提升辖区居民人文素质，该
区从文化教育做起，按照“创文”要求的
居民素质标准，编写乡土教材，开展学生
素质养成教育。同时，与文化部门结合，
编排一系列反映时代主旋律和“创文”精
神的文艺节目，成立“创文”演出文艺团
体，在辖区各行政村（社区）巡回开展广
场文化演出；聘请教育专家，开展“创文”

讲座进校园、进乡村、进企业、进社区“四
进”活动，为辖区居民树立正确价值导
向，养成良好行为习惯。

为使“创文”工作入脑入心，转化为
人们的自觉行动，该区结合实际建立了

“创文”工作长效机制。在此基础上，该
区专门成立了“创文”知识考核小组，定
期结合上级“创文”有关政策、文明礼仪
行为规范，进行知识测试。根据测试结
果，衡量居民在思想认识上存在的不足，
有针对性地进行文化素质养成教育，定
期开展社会公益活动。通过测试鉴定到
学习完善再到锻炼养成，反复强化，潜移
默化，让“创文”行为成为约定成俗的社
会秩序。

强化教育入人心 潜移默化成规矩

湛河区“以文促创”营造文明风尚

本报讯（记者田秀忠）10月 8日，记
者在卫东区五一路街道辖区的新华工具
厂家属院、阀门厂家属院看到，家属院干
净整洁，没有乱搭乱建。

新华工具厂家属院、阀门厂家属院
被列入卫东区第一批老旧小区提档升级
改造工程范围。对此，五一路街道高度
重视，探索工作模式。目前，两个家属院
提档升级改造已初显成效。

在前期反复实地查看、全面调研的
基础上，五一路街道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充分论证设计方案，有重点地解决基础
设施落后、居住环境杂乱、墙体剥落、停
车难、房屋漏水等问题。

为及时解决庭院改造中出现的问
题，街道为每个庭院配备了一支由3名科
级干部和 5 名社区工作人员组成的 8 人
攻坚小组，共同谋划并制定工作计划。
对每项工作任务明确到人、明确工作节

点，对重点、难点工作实行合力推进。违
建拆除前，攻坚小组采取调查摸底、宣传
栏张贴改造效果图、入户宣传等多种形
式，全面深入宣讲，使居民了解改造方
案。施工监管、杂物清理上也充分发挥
楼栋长作用，做好工程质量监管、与居民
间的沟通协调等工作。

街道实行施工方、攻坚小组成员每
日碰头的工作机制，每晚总结当日工作
进度、反思工作方法、商讨次日工作安
排，对工作推进中可能出现的群众问题、
施工问题，做好判断和预警处理。街道
专门建立了重点工作攻坚微信群，实行
工作成绩日报告。

五一路街道相关负责人说，下一步，
该街道将积极和物业公司对接，引导居
民自治，完善小区后续管理，建设一个停
车井然有序、物业规范管理、邻里和睦相
处、社区平安和谐的文明小区。

五一路街道扎实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本报讯（记者邱爽）10月8日上午，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深
入贯彻落实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部署，示范区认真抓好线索排查和问题整
改，通过高站位、快行动、建专班、细核查、
严打击、重问责、壮声势七项举措，扎实推
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高站位。该区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作为树牢“四个意识”、坚定“两个维护”的
重大政治任务，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思想的具体行动，作为该区党工委、管
委会的一把手工程。成立了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领导小组，对专项斗争的组织实
施、统筹协调、扎实推进、督导检查、情况
汇报等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从党工委书
记到成员单位负责人分别建立工作台账，
首先对党工委班子成员、县级干部开展谈
心谈话，有效传导责任压力。

快行动。自 9月 11日以来，该区党工
委召开线索摸排情况汇报会、工作态势研

判分析会、重点村重点问题专题推进会等
6次会议，学习传达扫黑除恶情况通报，分
析研判专项斗争工作态势，研究重点村、
重点问题整改方案，对进一步深入推进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区
直各单位、镇（街道）结合工作实际，建立
排查整治机制，对照反馈的问题，举一反
三、制定措施，层层压实工作责任，督促各
项工作快推进、严落实。截至目前，各级
各部门已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会
议60余次。

建专班。经过前期摸排调查，该区在
21个重点村组建 21个专项工作专班和两
个专项调查组，由区党工委班子成员和县
级干部带队，进驻重点村具体督导落实深
入宣传发动、广泛谈心谈话、问题线索排
查等工作，重点督导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截至目前，共与村“两委”成员、党员
约1200余人开展一对一谈话，真正谈出清
醒认识、谈出坚决态度，达到警醒警示、增

强自觉的目的。向重点村派驻第一书记，
落实分包负责要求，健全完善村“两委”工
作制度机制，彻底整治农村基层组织软弱
涣散问题，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
战斗力、组织力、号召力。

细核查。认真对照中央、省委、市委
的工作要求和列举的12种表现，对辖区所
有村（社区）开展黑恶势力线索全覆盖大
排查，设立举报箱 53 个，对摸排出的线索
列出清单、建档立卡，一村一策、一户一策
地细化推进落实。

严打击。该区纪工委（监察室）、公安
部门和派驻各村工作专班协调联动，严格
按程序规定分层分步核实线索问题，做到
早发现、快核实、快移交，对证据确凿、事
实准确的，由区公安部门重拳
出击，依法予以严惩，推动社会
环境的净化、民风的好转、基层
组织建设水平的提升。

重问责。强化各级党组织

和党组织书记的第一责任，对问题线索查
不出、查不实、查不准，不尽责任、漏报瞒
报、该打击不打击或“轻描淡写”的严肃处
理。坚持深挖细查黑恶势力“保护伞”，勾
结黑恶势力搞串通、提供便利、获取非法
利益的，由纪检和组织部门依纪依规从严
查处、绝不姑息。

壮声势。该区以街道、社区、商场、市
场、村庄等为单位，组织广泛深入的宣传
发动，扩大各类宣传栏和宣传标语覆盖
密度，进一步加强对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重大意义、部署要求、新鲜经验、成效
成果的宣传报道，各镇（街道）、各村（社
区）分层进行再宣传再动员，着力营造浓
厚的舆论氛围。

示范区七项举措扎实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本报讯（记者卢晓兵）10 月 8
日，据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国庆假期，全市公安机关按照市
委、市政府和省公安厅的统一部
署，全力投入国庆假日安保工作，
全市未发生重大刑事案件，未发生
重特大道路交通、火灾、治安等灾
害事故，境内高速公路、国道省道、
通往景区道路等未发生大面积长
时间长距离交通拥堵，各旅游景区
秩序井然，全市社会政治稳定治安
大局持续平稳，社会生产、生活秩
序良好。

节日期间，全市启动一级巡逻
防控模式，市公安局全部投入社会
面巡逻防控。全市特警、交警和
辖区派出所等在境内各高速路口
及国（省）道口、交警执法服务站、
农村劝导站启动一级查控模式，
先后出动巡逻车辆 1210 辆次、警
力 1594 人次，盘查可疑人员 822
人、可疑车辆 1501 辆，抓获街面

“两抢”犯罪嫌疑人两人。刑侦部

门持续深化以“扫黑恶、缉枪爆、
打盗诈”为重点的“雷霆行动”，全
市共破获刑事案件39起，其中涉黑
涉恶案件 5起，抓获各类犯罪嫌疑
人32人。

各级治安、消防部门积极配合
旅游、安监等单位进行安全检查，消
除安全隐患85处，全市旅游秩序井
然有序。节日期间，全市交警部门
出动车辆2400余辆、警力7300余人
次，重点强化旅游景区、高速公路、
国省道、高速公路出入口以及节前
和返城高峰时段交通管控，依法查
纠超速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 4507
起，境内高速公路及23个出入口未
发生游客滞留和车辆长时间、大范
围交通拥堵，交通形势整体平稳，未
发生重大交通安全事故。

据统计，10月1日至7日，市公
安局110报警服务台共接群众报警
6853起，同比下降8.37%，其中刑事
警情 76 起、治安警情 157 起，同比
分别下降10.6%和21.5%。

国庆期间全市治安大局平稳

本报讯（记者杨德坤）“一袋盐看似事小，
可体现的却是政府处处为咱老百姓着想的惠民
为民情，确确实实把工作做到了人心里了。”10
月 8 日临近中午，正在厨房里忙碌的舞钢市八
台镇彦张村居民张耀甫用着政府免费发放的食
用盐，由衷地赞叹。连日来，随着一车车食用盐
免费送入百姓家中，舞钢市在我省率先实现了
城乡居民食用盐免费配给供应。

该市紧紧抓住全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和乡
村振兴战略试点的有利契机，结合实际、创新举
措，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力度，出台实施一系列惠
民利民政策。同时，在脱贫攻坚开展过程中，该
市创新推进村村响、村村亮、村村净、村村美、村
村富、村村安“六村工程”，为全省破解贫困村、
非贫困村均衡发展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

该市将盐业改革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形成
统一协调配送机制，在辖区范围内实行城乡居
民免费供给食用盐制度，由盐业公司负责统一
组织采购配送。同时，为确保群众食用盐安全
有序供应，该市以 2018 年 9 月 9 日底公安在册
人口计算，以每人每年2.5公斤配给，共配给食
用盐 853855 公斤。截至目前，首批 200 吨免费
食用盐已陆续发放至居民家中。

与此同时，为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生活
质量，该市大胆探索惠民利民举措，积极争取项
目支持，由企业全额出资，对所有符合加装条件
的既有住宅免费加装电梯，预计免费加装电梯
1500部，总投资6.75亿元，计划工期18个月，后
期运营维修保养采取业主自愿缴费刷卡使用。

除此之外，该市持续深入做好城乡居民煤
改气工作。“目前对全部农村居民实施的天然气
免费接装入户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施工中。”该
市相关负责人说。

舞钢市大力实施
惠 民 利 民 政 策

本报讯（记者毛玺玺 通讯
员张祎）“周围群众普遍反映，近
期政府对卡点进行 24 小时监管
后，附近的道路和环境卫生有了
很大的改善。”10月 8日，刚刚结
束了大香山路重型货运车辆入
市卡点值班工作的新华区环保
局工作人员姚伟民说，“虽说整
个十一假期新华区环保战线都
不停歇，辛苦了些，但听到群众
的肯定后觉得我们的辛苦是值
得的。”

“环境污染防治工作一刻也
不能松懈，要盯紧盯牢节假日和
重要时间节点，抓好各项重点工
作任务，”10月 1日上午，新华区
召开全区环境污染防治工作推
进会，并在10月3日晚上组织夜
查环保工作，该区主要领导强
调，“形势逼人，要按照‘两单一
图’工作要求，不间断实行‘一天
一通报，一周一点评，两周一奖
惩’工作机制，努力推动环境质
量持续提升。”

假期期间，新华区全区各单
位、各部门确定目标、明确责任，
对各自承担的重点难点工作进
行排查，进一步强化措施，提高
管理水平。该区住建局加强节
日期间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拆迁

工地的监管，严格落实工地“八
个百分之百”“两禁止”标准，严
格执行开复工验收、“三员”管理
及拆迁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审批
备案等制度，严抓扬尘污染防治
工作，对履禁不改的顶格处罚。

该区环卫局进一步提高道
路清扫保洁标准，增加重点路段
洗扫频次，根据不同天气，科学
应对道路扬尘污染；

该区食药监局强化餐饮门
店油烟治理，对餐饮门店油烟净
化设施不及时清理、不能高效运
转的坚决停业整顿。

该区城市综合执法局增加
路面执勤率，重点整治游商游
贩、占道经营等违法行为；

该区环保局持续加强企业
污染防治监管，全面排查问题企
业，严处违法行为。

此外，该区11个镇（街道、管
委会）认真排查辖区“散乱污”企
业，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动态
清零行动，对排查到的“散乱污”
企业实施分类整治，严格落实“一
长三员”制度，巩固整治成果。

该区主要负责人说：“要盯
住突出问题、盯住薄弱环节、盯
住重点工作，大力整治，坚决打
好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新华区国庆假期
环保工作不放松

10月8日，工作人员在位于新华路东侧的湛河一平台景观带内擦洗挡墙外立面。
为提升景观效果，市湛河治理工作指挥部安排城区段一平台景观工程施工方定

期对步道、挡墙、护栏等冲洗、养护，用实际行动保持清洁卫生。本报记者 王尧 摄

10月8日，湛河区北渡街道卫生院
医护人员在统张村利用健康一体机给
村民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并义务给
村民体检身体。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实施家庭健
康管理的服务，它在社区范围内以家庭

为单位，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区域医
疗卫生协同服务体系提供支撑，依托全
科团队的家庭医生为主体，在签约服务
的基础上采取各种服务相结合的形式，
为家庭成员提供综合、连续、有效的基
本卫生服务。当日下午，湛河区北渡街

道卫生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车开进了
统张村委会院内，医务人员现场为村民
签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并提供健
康咨询，开展免费体检，现场为群众提
供便捷的医疗服务。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车开进村

开展“四城联创”创建美好生活

本报讯（记者程颖）10月 8日
下午，副市长王朴带领市政府办、
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市公安
局、市交通运输局等单位的负责
人，到部分环境污染防治联合检查
站点检查车辆管控工作。

王朴一行先后来到位于平桐
路、叶宝路和宝丰县闹店镇的环境
污染防治联合检查站点，每到一处
都详细询问站点工作人员对来往
货车的尾气检测流程、管控措施、
违法违规行为查处情况等。

王朴指出，依托大型货车入
市卡点，严控扬尘行驶的货运车
辆入市是改善环境空气质量的实

际需要。各地要依托现有的检查
站点，突出工作重点狠抓落实，全
面加大货车污染整治工作力度。
要严肃查处大型货车交通违法违
规行为；严格路面管控，严查货车
尾气排放不达标、使用油品不合
规、尾气处理装置未安装等违法
违规行为；利用联合检查站点实
施联合驻站执法，对驾驶排放检
验不合格的或现场检验排放超标
的柴油货车，依法进行处罚。各
部门既要各负其责又要通力协
作，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调共治
的良好局面，确保车辆管控工作
取得实效。

王朴到环境污染防治联合检查站点
检查车辆管控工作时指出

加大货车污染整治工作力度

本报讯（记者魏广军）10 月 8
日下午，我市召开工业经济运行及
工业企业入库联席会，副市长张弓
参加。会议研究当前工业发展形
势，分析存在问题，部署下一步工
作进度。

张弓在听取了相关部门的汇
报后指出，今年以来，我市工业经
济运行平稳，成绩值得肯定，问题
不容回避。各级各部门要认清形
势，加强学习，认真研究新经济、新
业态，把握发展大势，厘清工作思
路，创新政策举措，破除机制体制
障碍，提高管理工业经济水平，确
保经济持续平稳运行，如期完成今
年规上工业企业入库任务。

张弓强调，要优化发展环境，
提高服务效率，强化政策帮扶，发
挥政策效应；要切实降低企业融
资、用地、用工、税费、中介、物流
成本，扣好企业生存发展的第一
粒扣子；要勇于担当，脚踏实地，
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各级政府、
各有关部门要“危”中找“机”，着
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
经 济 增 长 点 ，壮 大 企 业 骨 干 龙
头，推进小微企业做大。要牢固
树立开放是第一战略、招商是第
一工程的意识，多措并举，完善招
商机制，增强招商实效，积蓄发展
后劲，促进工业经济实现高质量
发展。

张弓在全市工业经济运行及
工业企业入库联席会上强调

创新思路方法 增强发展后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