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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让文明成为最美的风景线

创建育民:结合“全民修身”涵养文明素养

6月 29日，荥阳市学习宣传“郑州市文
明行为促进条例”活动在荥阳市植物园好人
广场启动。感动荥阳修身楷模、市民代表马
营君和网络公益志愿者代表杜晓龙等向荥
阳市民发出倡议：以“郑州市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为标尺，以身边的先进和模范为榜样，
从自我做起，从点滴做起，着力提升自身公
共文明素养，共同汇聚起文明荥阳的巨大合
力，为荥阳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广大市民积极投身创文工作的动力和
热情，源于荥阳多年以来持之以恒开展的文
明创建活动。早在2015年 4月，荥阳就在全
市范围内全面启动“修身行善，明礼守法”全
民行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
政府主导、全民参与、典型带动的长效机制，
推进全民修身行动常态化，加快提升市民素
养和城市文明程度，进一步提升城市内涵。

荥阳文明城市的创建，经历了一个渐进
过程：2011年，创成河南省文明城市，2013
年、2016 年连续两届通过省文明城市届满
重创。2018 年 2 月，被中央文明委命名为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为铸造城市之魂，荥阳结合由来已久的

“全民修身”行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步内化为人们的精
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依托党委
中心组、基层党校、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站）所等载体，组织开展领导干部讲党课、
专家学者讲理论、先进人物讲事迹、党员干
部讲体会活动2000余场次，深入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广泛开展

“道德讲堂”“百姓宣讲直通车”“法律讲堂”
等活动 3000多场（次），受教育人数 10多万
人。创新活动载体，持续开展“践行价值观，
文明我先行”“学文明条例 创文明城市 做
文明市民”“我们的节日”系列主题教育活
动，组织民俗礼仪、爱国歌曲大家唱、征文书
画展等 580场次，举办征文、文化艺术节、广
场舞等群众性文体活动 100多场次，受益群
众近 20万人。依托市、乡文化馆、文化站，
充分利用农村、社区现有专业演职人员和文
化特长志愿者等文艺人才资源，组建 33人

“红色文艺轻骑兵”宣传小分队，深入开展
“红色文艺轻骑兵”“草根大舞台”“快乐星期
天”“戏曲进校园”活动，打造群众家门口的

“文化圈”，培育“接地气”的“草根”文艺队，
奏响送文化、种文化、育文化“三重唱”，努力
建设书香城市、戏曲书画之乡，擦亮象棋之
都、诗词诗歌之乡等文化品牌，提升创文知
识知晓率和群众满意度，提高市民群众对创
文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彰显出荥阳特有的气
度风韵。

为培育城市之德，荥阳深化“修身行善，
明礼守法”全民行动，扎实开展公民素质提

升、干部尚德养廉、法治城市促进等十大工
程，建成修身公园、养正大道、好人广场、孝
亲长廊 260 多处。充分发挥修身展馆“文
苑”、廉政文化示范基地“廉苑”、预防职务犯
罪警示基地等大型活动场所的教育引导作
用。创成全国百强慈善城市，将每年的 10
月 12日确定为“全民慈善日”，倡导全民慈
善活动，让孤寡老人安度晚年，使困境学子
安心读书，令贫困家庭燃起希望。积极推进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累计建成学雷锋“文
明使者”志愿服务站 62个，全市城市社区、
乡镇政府所在地实现志愿服务全覆盖，窗口
单位和公共场所的覆盖率达到72.5%。全面
推进“党建+志愿服务”工作，遍布全市的 11
万多名志愿者成为创文的生力军，积极参与
扶贫助困、保护生态、文明交通、健康义诊、
法律宣传等活动，“邻里守望”“微心愿”“爱
心送考”成为荥阳志愿服务的新名片。

为引领城市之尚，深化未成年人道德教
育实践活动，建成乡村学校少年宫 26所，免
费开放刘禹锡公园、董天知故居等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把中华美德教育融入广大青少年
的精神血脉。在全市中小学校开展“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戏曲进校园”“新时代好少
年评比”等活动，5名学生被评为郑州市新时
代好少年。竖起时代标杆，常年开展“修身
楷模”“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道德模

范”“新时代好少年”“文明市民”等好人评选
活动。三年来，有 65人获中国好人、河南省
道德模范、郑州市道德模范、郑州文明市民
标兵和郑州文明市民。 印发《荥阳市民文
明手册》《郑州市文明促进条例》20多万册，
开展“文明荥阳我的家”网络公益随手拍活
动，组织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对《荥阳市民文
明手册》和《郑州市文明促进条例》进行了学
习和集中考试，10多万名干部职工群众参与
活动。

9月 15日上午，荥阳市刘禹锡公园内人
头攒动，在来自各行各业 800名志愿者们的
见证下，荥阳“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学
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同时揭牌，荥阳又搭建
了一个新的文明实践平台。

如今，荥阳街头，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蔚然成风。主要交通路口，每逢上下班时
间，都会看到头戴小红帽，手拿小红旗的志
愿者协助交警执勤，劝阻不文明行为，呼吁
市民“从小事做起，争当文明市民”。类似这
样的“志愿者服务队”，全市有96个，11万志
愿者利用周末、节假日，到广场、社区，下乡
村、田间，进企业、工厂开展义务服务，广泛
开展了“关爱空巢老人”“文明交通行为”“为
贫困学生献爱心”“扶残助弱”“保护环境”

“网络文明传播”等志愿服务活动，深受群众
的好评。

创建惠民:推进“四城联创”改善城乡面貌

2018 年实现国家卫生城市复审“三连
冠”，2019年创成国家园林城市，2020年创
成全国文明城市、省级森林城市。2 月 24
日，荥阳在“四城联创”暨生态建设工作动员
会上提出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龙头，带动
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和省级森林城
市等创建活动，在全市开展“四城联创”，促
进城乡卫生整治、生态文明涵养，促进城乡
面貌大改观。

荥阳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紧紧围绕
市委、市政府“四城联创”战略部署，以“一城”
带“三城”，以文明城市创建助推生态建设、城
市品质不断提升，激发“四城联创”巨大合力。

金秋10月，沿着索河郊野公园的步道，信
步而走，入目成景。或树木成荫、亭台散布，或
小桥流水、奇石林立。一个个绿意盎然、别具
特色的水体景观，吸引大批市民驻足观景……

与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相结合，
依据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标准和郑州市要求
的“双七”标准（道路每平方米浮沉不超过 7
克，保洁周期不超过 7分钟）进行市容环境
管理，坚持集中整治与长效管理结合、机动
巡查与定人定岗相结合的原则，开展占道经
营、乱堆乱挂、小广告等各类集中整治 50余
次，拆除破损门头 800余家，办理上级各类
转办单 450 件，各类督查问题及电话投诉
2000余起、数字中心执法案件8万余件均已
办结。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城市主干
道机械化清扫率均达 100%，临街餐饮企业
的油烟净化装置安装率、使用率、清洗率达
到 100%。与美丽乡村建设同步推进，依托
城乡环卫一体化管理体系，通过政府招投标
推行市场化运作。4家服务公司正式接管农
村环卫工作，安排 1300余名环卫工人对全

市 277个行政村房前屋后、公共区域开展环
境卫生逐村整治，并根据省市“三无一规范
一眼净”标准，逐村检查验收，切实通过环境
卫生整治，大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全市各
单位持续开展“周五大扫除”活动15000次，
目前累计拆除旱厕 900 多座，清理小广告
18000 余条、积存垃圾 700 立方米，粉饰墙
体 360 万余平方米，规范治理“六小”门店
600多家，市容市貌显著提升。坚持以城带
乡、城乡共建，广泛开展了文明村镇创建、

“清洁家园”、移风易俗和孝善敬老等活动，
创成全国文明村4个，省级文明镇3个，郑州
市文明村镇6个，县（市）级文明村镇58个。

与国家园林城市、省级森林城市等创建
工作相结合，抓好增绿、养绿、护绿“三项行
动”，广泛开展植树造林行动。

统筹推进五大生态系统建设，新增城市

绿地 30万平方米，完成营造林 1.5万亩。城
市建成区各类绿地总面积 1236.74公顷，绿
地率 32.14%，绿化覆盖面积 1408.12 公顷，
绿化覆盖率 36.5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5.68平方米。城市集中饮用水源水质达标
率 100%。集中全力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攻
坚，推动全市施工场地按照“8个 100%”精
细化管理要求，1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全部拆
改到位；清理取缔“小散乱污”企业，全市
PM2.5 和 PM10 指数均有所下降。严格落
实“河长制”，加强河道日常巡查监督管理，
提升源头管控水平。连续三年荣获全省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先进县（市）称号。

在创建国家文明城市的强力带动下，荥
阳“四城联创”工作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一幅“天蓝、地绿、水清、景美、人和”的画
卷正在荥阳徐徐展开……

创建为民：紧扣“百城提质”提升城市品位

如今的荥阳，郑州西站22趟高铁常态化
运营，地铁6号、10号线建设如火如荼，作为
河南唯一、全国少有的高铁、地铁全域双通的
县级市，境内的国道 234、焦平高速、陇海路
西延、国道310南移、荥泽大道南延、索河路
延伸、建设路东延等交通项目顺利推进。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与“百城提质”工程紧
密结合，荥阳围绕生态环境治“污”、交通秩序
治“堵”、市容卫生治“脏”、公共服务治“差”，
突出项目带动，狠抓要素保障，促进城乡承载
能力和建设品质不断提升。2018年以来，全
市共谋划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项目108个
（其中老城区项目 90个，占比 83.3%），完成
投资 85.2亿元。莲花街西延（X009线）等 9
个重大交通新建改建工程顺利推进，雨污分
流工程全面启动，铺设供水管网 31公里、供
气管网13公里、供热管网13公里。改造城区
公厕8座，新增停车位3019个。

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积极推进 13
条“断头路”“卡脖路”道路建设，成皋路等 7
条道路完工，康泰路等 6条道路完成升级改
造。开工建设站南路西延等桥梁工程 6座，

建成供水管网34公里、供气管网15公里、供
热管网 15公里，调蓄池通过专家评审，引热
入荥加快推进。市六小、四中扩建项目完成
70%以上，七小扩建主体完工，城市 24小时
智慧图书馆基本建成，滨河公园完成建设。
联合财富中心、隆盛时代广场、恒大国际健
康未来城健康体验中心一期主体结构封顶，
唐风街历史文化精品街完成建设。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项目实施和国有土地收储工
作扎实推进，累计开工建设安置房143万平
方米，完工41万平方米。

公共服务设施加快建设。以实施畅通
工程、打造智慧交通为载体，安装主干道隔
离护栏 30多公里，开展了酒驾、超载、货车
野蛮驾驶、渣土车整治专项行动和电动车等
七类车辆专项治理，交通事故率下降 40%。
汜水河治理项目全面启动，索河郊野公园和
南水北调东侧带状公园完成建设。市新体
育馆和市老年活动中心项目快速推进；在市
区31个健身游园安装465件健身器材，实现
了体育设施全覆盖。市人民医院整体建设
项目一期正在进行内部装饰，市第二人民医

院病房楼和残疾人托养中心完成建设，龙
湖、槐西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建成投用。

老旧片区建设稳步推进。积极推进老
旧小区、无主管楼院物业管理全覆盖，老旧
小区物业管理覆盖率达 71%。坚持示范带
动、典型引路，在索河、京城两个办事处分别
确定了 1平方公里建设示范区。其中，京城
办“一街三园、一巷一区”建设项目完成 3个
小区外立面改造和1处游园建设。

生态环境修复成效明显。棋源路、郑上
路等 7条道路雨污水分流工程全面开工，铺
设管网24公里；建成污水处理厂3个。环境
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推进，持续强化控煤、
降尘、治污、管车力度，扎实开展“双替代”工
作，拆改煤气发生炉 23台，完成碳素企业烟
气超低排放改造 12家，建立地表河流责任
目标、断面水质目标等工作台账 11个，入河
排污口完成封堵22个、整治28个。

公共服务效能持续提升。全面推行“一
口受理”工作，深化“两集中两到位”改革，持
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通过区域重设，将
涉及22个部门的 78个窗口、166个事项，整

合为 6个综合受理窗口和 2个发证窗口，打
造了“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
口出件”的政务服务新模式，办结率达到
96%，办理时限压缩了28%，实现了“让群众
少跑腿、让数据多跑路”。公共服务行业从
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明显提升，群
众满意率达 98%以上。荥阳正在成为让投
资者、企业和人民群众都满意的、充满亲和
力的魅力城市。

6月14日，全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暨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议在开封市举行，荥阳荣
获全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工作先进县（市）称号。

光耀文明路，壮阔发展潮。以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为引领，荥阳，这座有着2000多年
文明史的历史古城逐步向经济发展潜力、活
力、质量、水平均居全省前列的幸福之城迈
进。荥阳，荣膺2018年度中国综合实力百强
县（市）第56位、最具投资潜力百强县（市）第
28位、绿色发展百强县（市）第83位、科技创新
百强县（市）第68位，新型城镇化百强县（市）
第73位。2015、2016、2017年连续三年进入
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综合目标考核前三名。

腾飞的荥阳

“两个中心”挂牌，搭建新的文明实践平台

“小红帽”文明交通志愿者引导市民依次排队上车

风景如画的索河郊野公园

形式各异的公益广告成为荥阳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荥阳植物园好人广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题公园展示了荥阳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成果

感动荥阳颁奖晚会成为荥阳文明创建的靓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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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2月，荥阳被中央文明

委命名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

市”，吹响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

集结号。与全省正在大力开展的

百城提质工程紧密结合、统筹推

进，荥阳乘势而上，坚持城市“内外

双修”，以文明创建引领“四城联

创”、城市提质，以“四城联创”、城

市提质促进文明创建，推进城乡面

貌大幅改善，公共服务显著增强，

市民素质全面提升，有力促进了经

济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社会

风气好转、城市形象提升，打造了

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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