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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篇

如果说经济总量、基础设施等硬实力铸造
了济源的“筋骨肉”，那么文明气韵则培养了济
源的“精气神”。人民向往的幸福美好生活，不
仅是“仓廪实衣食足”的物质生活，更是“知礼节
知荣辱”的文明社会。济源作为全省经济发展
相对发达的城市，更肩负着精神文明建设同步
前行的内在使命。

于广大人民而言，因为有着追求更加美好
生活的共同愿望，从市区广场到农村街巷，从厂
矿企业到机关单位，从普通市民到领导干部，济
源人民以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决心，投入到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行列中。

于高位推动而言，济源示范区党工委、管委
会主要领导谋篇布局，把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和
提升创建水平，作为全面提升公民素质和社会

文明程度的重要载体，作为高质量高水平建设
又富又美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的现实需要而持
续发力。

成如容易却艰辛，没有任何一项荣誉的获
得是轻而易举的；厚积薄发，并非一蹴而就，而
由心血浇铸。

文明创建，是一场软实力的比拼，更是一场
不折不扣的硬仗。一年又一年的文明创建接力
赛，济源走过了艰辛的攻坚历程，创建步伐稳健
坚定。

也正是源于上下同心的“合力”，济源将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构建起了
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全区同步的创建格局——

健全完善了一整套保持工作长效的工
作机制，明确示范区领导和各级各部门的主

体责任，主要领导亲自抓部署、抓督促、抓落
实；

建立健全了多层面、全时段、广覆盖的督导
机制，示范区文明办分领域、分行业不间断巡查
督导，对发现的问题实行“菜单式”交办整改；

制定了《济源示范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交叉考核办法》等创建考核方案，通过第三方
测评、交叉考核等方式，促进文明城市创建活动
健康发展；

建立了社会监督队伍，邀请机关干部、市民
代表等组成志愿者队伍，对创建工作进行不定
期巡查、检查。

部门协同，干群一心，汇聚起了70万济源
人民开展文明城市创建的十足信心、十足底气
和十足干劲。

上下同心 引领文明创建常态

人民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为人民。正
因为创建文明城市是一项顺民意、得民心的
惠民工程，这项工作才激发了济源人民群众
的满怀豪情和参与热情。

据了解，济源始终坚持“创建为民、创建
靠民、创建惠民”的宗旨，充分调动城乡居民
参与创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靶向”
发力，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和关注
的热点难点，让广大城乡居民在创建过程中
感受文明风尚、共享创建成果。

记者在玉泉街道东城建安小区看到，外
墙干净靓丽，新加装的外挂式电梯简洁而时
尚，谁能想到这是一个有着 20多年历史的老
旧小区。小区住户多是老年人，除了硬件设
施大幅改善，逐步完善的社区养老服务也让
居民切实感受到了文明的魅力。

社区环境专项治理——这是文明城市
“五项”专项行动中的一项。为把优质服务送
到百姓家门口，济源统筹推进社区便民服务
中心、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未成年人服务中
心等，倾力打造15分钟“便民圈”。对23个老
旧小区进行整治，切实提升了群众的生活环
境质量。

在背街小巷整治提升专项行动中，各街
道办、产业集聚（开发）区对照台账逐项整治，
立面整饰、牌匾规范、地面整修、管线规范、卫
生清理、绿化美化……一条条街巷、一米米河
道、一片片绿地的变化，推动着这个城市一点
点地“脱胎换骨”。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动中，济源
11个镇以薄弱环节为突破口，聚焦重点难点，
加快补齐短板，围绕“清、治、绿”三项重点工

作，治农厕、治污水、治垃圾，大力推进河流治
理和乡村绿化，集中攻坚了一批农村环境卫生
中的“老大难”问题，有力地改善了农村面貌。

在交通秩序整治专项行动中，公安系统
全员上岗，全天候巡逻执勤，对不文明交通行
为出重拳严执法，打造文明畅通、和谐有序的
交通环境。

在爱国卫生运动深化拓展专项行动中，
聚焦农贸市场、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等重点
场所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治理，持续开展消杀
工作，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和“光盘”行动，
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通过“靶向”发力，群众收获了更多、更实
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而这种幸福感和获得
感，又推动着人们以主人翁的姿态进一步投
入到文明城市创建中去。

“靶向”发力 谱写创建为民华章

济源是一座有爱的城市，一直以来注重
坚持核心价值引领，让文明在人们心中扎根
生长，最终内化成这座城市独有的气质。

每到周五晚上6点，在沁园街道银杏苑广
场就会传出琅琅的读书声。这是附近玉川路小
学家长自发组织的志愿者队伍在诵读文学作
品，并向市民宣传文明城市创建应知应会知识。

志愿者王小琴说：“创建不仅仅是口号，
为让口号变成行动，我和 20 名家长选择了
《新愚公移山》等 18首诗歌，让学生和家长共
同诵读，以此激发大家的爱家爱国情怀。”

济源文明办有关负责人介绍，济源不仅
建成了示范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志愿服
务中心，同时搭建起了示范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平台，建立起了辐射全区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网络，全区16个镇（街道）、549个
村（居、社区）全部成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实现了文明实践工作向街道、居委会
（社区）的全面延伸。更多的济源人，正在以

不同方式投身文明城市创建的大潮中来——
全区所有党员签下“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承诺书”，率先垂范，身先士卒，一名党员就是
一面旗；

全区 1588个团组织积极开展多种活动，
以火热青春助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凝聚“她”力量，济源示范区妇联充分发
挥巾帼宣传队、爱心妈妈和心理志愿者团队
的力量，参与基层各类志愿服务 2600余场，
受益群众达2.6万余人；

“红马甲”活跃在城乡各个角落，文明单
位、文明学校的志愿者走上街头和主要路口，
协助交警执勤高峰岗，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宣
传文明知识。

据介绍，济源各个社区先后开展了“邻里
乐、邻里美、邻里亲、邻里和”的邻里守望活
动。沁园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文化志
愿者 300余人在社区开展了“唱响沁园文明
之歌，共建济源幸福家园”文化宣传活动；玉

泉街道亚桥社区成立志愿服务网格员队伍，
对辖区 17个小区入户排查，发放调查问卷，
清理楼道杂物——越来越多的市民成为文明
城市创建的主力军。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宣讲就延伸到哪
里。实施文明健康好习惯养成行动，济源各
镇、街道累计在公共场所开展活动 33场次，
受益群众5万余人次。依托“党的创新理论万
场宣讲进基层”活动，每年开展宣讲 2000余
场，受教育党员群众35万余人次。

城市之美，来源于文明的温度、道德的厚
度。打开电视，翻阅报纸，一个个公益广告映
入眼帘；走进公园、行走村居，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内容的文化墙实现了全覆盖；大
力选树道德模范、济源好人，向上向善、诚信
互助蔚然成风……

在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中，文明已逐渐
内化为济源城市发展的基因，外化为贯彻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际行动。

价值引领 汇聚崇德向善力量

引领文明城市新风尚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本报通讯员 史方方 崔宗浩

11 月 20 日，首都北

京，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

大会上传来令人振奋的消

息：经过复查确认，济源继

续保留“全国文明城市”荣

誉称号。济源连续三次获

得这一荣誉称号。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源

自久久为功。济源人民以

持之以恒的韧劲和执着，在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征程

上不懈努力，不断攀登城市

文明的新高度。

这份精彩答卷，源自矢

志不渝，充分展示了济源的

精神文明建设成果，文明理

念深深根植于王屋山下，最

终凝聚为团结一心奋进新

征程的精神力量。

以人为本

构筑宜居宜业家园

济源又是一座温暖的城市，回望济源
实现“三连冠”的文明创建历程，无不彰显
着浓浓的以人为本的情怀。

家住北海街道的李小琴是一位残疾
人，她喜欢坐着轮椅逛公园。周边人善意
的帮助和无障碍通道让她出行无忧。她
说：“在济源这座城市，有种力量温暖着
我。”

深化文明创建的过程，也是厚惠民
生、让群众生活更有保障更加便利的过
程——

融合实施文明城市创建和百城提质工
程，按照“创建引领、河湖连通、提升路网、
拓展济东”的发展思路，济源重点做好以绿

“荫”城、以水“润”城、以文“化”城、以业
“兴”城“四篇文章”，先后建成了古轵公园、
蟒河公园、济上园等公园，城市建成区公
园、游园多达102个，建成了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第三水厂、智慧城市指挥中心等
基础设施项目，中心城区河湖水系连通、河
道生态治理、堤岸美化亮化工程全面铺开，
城 市 公 园 绿 地 服 务 半 径 覆 盖 率 高 达
90.06%，中心城区承载力和带动力不断提
高；

实施幼儿园、中小学及高职中职、本科
院校等项目 12个，新增了 2500个幼儿学
位，改造了 59所农村学校，推进教育扩容
提质，打造成10分钟“教育圈”；

率先在全省实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一
体化，建设 23个医疗、保健、康养等项目，
完善 9个社区养老服务站，公共卫生服务
提质增效，健全医疗卫生体系，打造 10分
钟“康养圈”；

新建了一批社区篮球场、足球场等运
动场所，改造世纪广场等慢行绿道系统40
余公里，打造“一城二山二环三河”慢行绿
道系统 260余公里，建成了 700余个健身
站（点），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打造成 15分
钟“健身圈”；

新建 12个“一站式”城市社区综合便
民服务中心，打造“一站式”集中便民服务
空间“市民驿站”，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打造
10分钟“生活圈”；

……
荣誉来之不易，但只代表过去；授牌表

彰只是起点，不是终点。济源对文明的追
求绝不止于此。由此，我们更愿意把济源

“全国文明城市”的“加冕”，视为济源文明
之旅的“加油”。

文明的方向，就是城市的方向；文明的
未来，就是我们的未来。济源站在新的起
点，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扬帆启航。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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