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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花绽放怀川大地文明之花绽放怀川大地

●● ●● ●●

一座镌刻着“文明”烙印的城市，必
将是一座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群众
安居乐业的幸福之城。

今年 3月 9日，焦作召开“一赛一
节”暨“四城联创”工作动员会，凝聚了全
市人民创建的坚强决心和意志，坚决打
赢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创建决胜战。

“最响”出征号角吹响了。研究制
定和实施了《焦作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提名城市两年规划（2016 年—2017
年）》。2016年提出了“双创”（省级文
明城市、省级卫生城市），2017年提出
了“四城联创”，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
名城市为龙头，一城带三城，举纲带目、
集中联创、形成拳头、全面推进，拉开了
争创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的序幕。

“最高”指挥机构成立了。成立高
规格创建文明城市提名城市指挥部，市
委书记、市长分别任政委和指挥长，市委
副书记任常务副指挥长兼办公室主任，
其余市级领导任副指挥长，市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任督导组长。建立常委包区、
副市长包线的推进模式，组建十一个攻
坚组，常委、副市长任组长，每周一下午
召开工作例会，发现并解决问题。

“最严”考评机制实施了。建立攻
坚组考评城区和办事处，市督导组考评
攻坚组，对落后的一次通报、二次约谈、
三次组织处理的督导考评机制。各城
区各单位建立上下一致、左右协同的创
建领导机制，形成创建工作大格局。目

前，全市召开动员会、推进会、观摩会、
交流会 30 余场，发布各类红黑榜 85
期，印发工作通报 132期，约谈相关责
任人12人次。

“最细”责任分工明确了。组建综
合协调、未成年人、窗口环境、基础设施
和志愿服务等八个工作组，按照《全国
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和《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测评体系》要求，分解到54个
党委、政府和群团部门。委托国家调查
队焦作队开展了 5次城市文明程度指
数测评，逐步提升市民对创建文明城市
的知晓率、支持率、满意率。

党员、干部走进一线，哪里有创建难
点、哪里有群众需求，哪里就有党员、干
部的身影；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发挥职
能优势，广泛发动群众参与；街道、社区
干部连续奋战，整治社区、街巷环境，进
门入户宣传创建知识……在焦作，每个
板块都是主战场，每个部门都是主力军，
每个人都是主人翁，创城氛围愈加浓厚。

7月10日，“四城联创”召开第二次
工作例会，市长徐衣显强调，创建文明
城市是“四城联创”的关键一环、重中之
重，关系焦作市“四城联创”工作全局，
也是对全市创建工作成效的大检验。
全市上下要树立全局意识，从展示焦作
市精神风貌、发展成果、人民期盼出发，
以决战的气势、冲刺的状态、扎实的作
风、必得的信心，全力以赴迎接验收检
查，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如果把城市比作一棵大树，那么创
建文明城市提名城市的过程，就是给大
树祛病修枝的过程。

高瞻远瞩的规划和制度潜移默化
改变着大树的整体长势，而参与创建的
每一个人则是一只只啄木鸟，用滴水穿
石的精神努力让这棵大树更加枝繁叶
茂。

焦作举全市之力推进全国文明城
市提名城市创建，针对创建过程中暴露
出来的短板，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找准
症结，一项措施一项措施地抓好整改。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靠后，北部
山区生态破坏严重，怎么办？

焦作把北山治理作为改善生态环
境和大气污染防治的突破口，严打北山
私采滥挖，对非法开采和非法矿产品经
营加工点实行销号管理，实施污染治理
提升工程。248 处非法采矿点和 710
处非法矿产品加工点全部被依法取缔，
对82家持证矿山企业实施全面整顿。

“垃圾围城”“废品围城”“冶炼(土
小)围城”“堆料围城”“涂装围城”影响
城市形象、加剧环境污染，已成为制约
民生发展的顽疾，该如何整治？

全市上下攻坚克难，清运平整垃圾
330万立方米，清理整顿废品收购站点
480家，取缔关停“土小”企业 190家，
治理沿街卖场堆料559处，规范各类涂
装单位、企业 302 家，腾出土地 5552
亩，用于规划建设游园48个。

城区环境卫生脏、交通秩序乱、基
础设施差等群众反映的最强烈、最集中
的问题，怎样才能破解？

焦作在主城区开展农贸（集贸）市
场升级改造，城区经营秩序治理，广告
匾牌治理，城中村、居民楼院、背街小巷
环境卫生治理，城区“六小”门店治理，
交通秩序整治，环卫设施建设和管理，
城区夜市经营治理，洗车行专项整治，
沿街报刊亭整治，提出了“八个一律”的
要求，整治效果正在显现。

改变，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
一场全民参与的创建攻坚战让怀

川大地改天换地：一双双勤劳的手，抹
蓝了天空，擦绿了城市，绘出了“绿水青
山”的如画美景……走在焦作城乡街
头，随处都可以感受到一缕缕迎面吹来
的文明清风，亲眼见证创建带来的喜人
变化。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幸福底色，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内在气质。

城区 14条主干道两旁的绿化带、
路口，主要入市口，街心公园、主题公
园和其他游园等公共场所设置 650余
处固定的图文并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雕塑；城区各类公益广告牌设置
达 2万余处，制作铁艺宣传栏 347个，
文化长廊 97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题公园 4 个；市区户外公益广告比
例达到50%，社区庭院、公交车辆和社
会 服 务 窗 口 的 公 益 广 告 设 置 率 为
100%……

这些色彩亮丽、图文并茂、形式多
样的公益广告，以“中国梦”“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讲文明树新风”“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等为主题，将传统文化与
精神文明建设相融合，成为引领焦作社
会文明的风向标，不断向人们传递向善
向美的正能量，扩大了文明城市创建的
宣传面和影响力。

通过开展“我参与，我奉献，为文明
城市添光彩”学雷锋志愿服务万人誓
师大会，“四城联创”进社区、进家庭、
进企业活动，“四城联创”“百警百街”
活动，“走百街，进万店”志愿服务“四
城联创”等系列创建活动，广泛动员社
会各界、群众关心、支持、参与文明创
建，让创建文明城市家喻户晓、深入人
心。

确定示范垃圾中转站、示范公厕、
示范商场超市、示范农贸市场、文明餐
桌示范店一条街、示范社区、示范窗口、

示范志愿服务站等各类示范点127处，
树立文明标杆，调动各行业主管部门和
各区的主动性，发挥以点带面示范引领
作用。

人民城市人民建。焦作充分调动
群众积极参与，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
众，让群众深切感受到，创建不是在空
喊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地办实事。

全市各单位以“包卫生、包环境、
包管理”“绿化、美化、亮化”（三包三
化）为突破口，以市地税局为标杆，提
升单位周边环境卫生面貌，打造靓丽
整洁、规范有序的城市环境，进一步形
成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目前，全市
166家责任单位已完成门前三包三化
工作。

市民有信仰，城市发展才有力量。
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
为提高公民素质的根本任务，通过教育
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
制度保障等措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
的自觉行动，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
时不有。

市民是城市的主体，更是城市文明
的受益者。他们发自内心的支持和参
与，已成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的原动力和生命力。

漫步在焦作的大街小巷，驻足在广
场公园和公交车站，细看沿街商铺和窗
口行业，一幅幅公益广告，处处都散发
出一股青春文明的活力，犹如一股股清
风扑面而来。

“你好，这里是非机动车停止线，请
不要过线停车……”7月 7日早上 7时
30分，在塔南路与人民路交叉口东南
角，文明交通志愿者拿着小红旗，维持
着非机动车道的秩序。

每周五是焦作志愿服务集中活动
日。城区394家各级文明单位的7000
余名志愿者进驻68个交通路口、84条
主次干道、32个公共场所、104个社区，
疏通着城市交通“大动脉”。

目前，全市建成“文明使者志愿服
务站”80个，志愿者服务组织 495个，
志愿者服务队伍436支，正竭尽全力打
造志愿之城。

志愿者的身影活跃在城市的每一
个角落——敬老院、孤儿院、城市广场、
留守儿童学校、残疾人家中……全市
18.9万注册志愿者用自己的行动和爱
心，为这座城市注入大爱情怀，更为创
建工作增添一抹暖色。

还有一群人，他们平凡、简单、沉
默，却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情义的价
值，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过程
中起到了重要的典型示范作用。他们
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焦作好人。

近年来，焦作突出“以身边人讲身
边事”的特色，组织“百名好人”走进道
德讲堂，组织道德模范开展基层巡讲，
讲述道德故事，传播道德力量。先后举
办“一群好人一城感动”好人交流活动、
文明之歌活动、“好人颂”，对历届道德
模范、中国好人、河南好人进行颁奖等
活动。

目前，全市共推荐1名全国道德模
范，7名省级道德模范，67名中国好人，
范占先、郭欣欣两个家庭当选全国首届
文明家庭；涌现出全国道德模范、“感动
中国”的普通矿工谢延信，全市首家助
人为乐见义勇为团队的郝茂盛、“爱心
天使”任抗战、“维和英雄”申亮亮等先
进典型模范。

解放区“334楼院协商治理模式”

被民政部评定为“2015年度中国社区
治理十大创新成果”之一，是我省唯一
获此殊荣的社区治理模式，解决了联系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难题，使老旧小区
实现升级改造，旧貌换新颜。

解放区美丽楼院共评选出五星级
楼院3个，四星级楼院11个，三星级楼
院 165个，占楼院总数的 40.87%。在
此基础上，全市评比出市级标兵社区
15个，市级文明社区30个。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是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的前置条件。

通过开展争做文明小使者、“童心
向党”、“学习和争做美德少年”、戏曲进
校园系列主题实践活动，推出“全国十
佳少先队员”邱小二、“全国孝亲敬老之
星”武苗苗、“全国百名美德少年”贺林
娟、“全国最美孝心少年”王帅康等先进
典型，5所学校被评为“河南省文明学
校”、7 个班级被评为“河南省文明班
级”。

此外，以莫沟陈家沟特色小镇为
引领，推进文明村镇建设，积极开展人
居环境达标村、示范村、特色村建设，

“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活动，制定
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
会。老家莫沟入选国家级美丽宜居村
庄，陈家沟被誉为全世界“太极圣地”，
涌现出温县岳村乡等 9家国家级文明
村镇，沁阳市王曲乡等 18家省级文明
村镇。

如今，在焦作城区，随处可以感受
到学文明、讲文明、促文明的浓郁风气，
正潜移默化地推动着城市的进化和发
展。

文明，是一座城市最美的风景。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既是对城市
管理者魄力和智慧的考验，也是对370
万焦作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的考验。
我们经受住了考验，更期待，这份上下
一心的努力和付出，将换来一座城市破
茧成蝶的蜕变。

众志成城，凝神聚力为创建1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风骨。她根植于城市的历

史，立足于城市的当下，彰显着城市的未来。

太极山水，生态文明；绿树红花，环境优美；车

水马龙，井然有序；广场夜色，流光溢彩……行走在

4000多平方公里的怀川大地，一步一景，处处竞相

绽放着文明之花。

当下的焦作，全市上下正戮力同心，群策群力，

以满腔的热情、昂扬的斗志、顽强的作风、奉献的精

神，丰富着文明城市的色彩与内涵，迈开了追求城

市外在美与内在美有机融合的铿锵步伐，传递着城

市的温暖，凝聚着发展的力量，吹拂着文明的新风。

“突出共创共建共享理念，让城市环境更美、功

能更全、管理更好、品位更高、吸引力更强，增强人

民的幸福感、获得感。”焦作市委书记王小平说，全

市上下要以志在必得的决心、务实重行的举措、决

战决胜的行动，全力打赢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

市攻坚战。

“红领巾 心向党”活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牌

滴水穿石，咬定青山不放松2

如火如荼，众人拾柴火焰高3

讲信修睦，敢叫旧貌换新颜4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前排中）到焦作市调研，市委书记王
小平（前排左一）陪同调研

焦作市市长徐衣显（前排中）调研市地税局“三包三化”工作

“单位携手社区 共创文明城市”活动

爱心送考公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