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灶环卫工作首次纳入网格化管理

社区卫生好不好 标准说了算
以真心换民心、以实招换实效，金湾区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将重点打造四大工程——

“洁面”“强身”“养心”“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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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金湾区相关部门召
集辖区通信领域主要运营商
来到红旗镇小林村，实地研究
架空管线多、杂、乱的解决方
案。金湾区主要负责人现场
表示，各相关单位要合力整治
现有管线，必须在今年7月1
日前完成该村架空管线整治
工作。树立“问题导向”标杆、
针对群众关心的难点问题出
实招，是金湾区过去一年开展
全区精神文明建设的立足点
与出发点。

14日下午，金湾区召开全
区精神文明建设暨迎航展市
容市貌整治工作会议。会议
指出，金湾的精神文明建设虽
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城
市管理精细化水平不高、区内
群众参与度不高、整改力度不
够等短板。今年，金湾区将把
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龙头工
程，坚持创建为民利民惠民靠
民，重点打造“洁面”“强身”
“养心”“长效”四大工程十五
项行动。

“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不是轰轰烈烈的‘政绩工程’，
而是为民谋福利的‘民心工
程’。”金湾区相关负责人士表
示，他们在山东、江苏等地学习
相关先进经验时发现，这方面
工作取得硕果的城市，无一例
外均把市民最关心和最头疼的
事放在心上，从“市容环境清
洁、老旧小区整治、农贸市场改
造、校园周边环境净化”等方面
着手，让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
成果惠及百姓。

“文明城市需要文明的市

民，文明建设依靠社会的合力。”
金湾接下来将持续深入开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金湾区
相关负责人士表示，通过“我为金
湾创文提点子”等文明宣传推广
活动，发布一批与金湾城市景观
相融合、社会风貌相承接、城市品
位相契合的公益广告。借助金湾
高校汇集的优势，壮大志愿服务
组织，广泛开展文明交通、文明引
导、救残扶助等多种形式的志愿
服务活动，吸引广大市民参与到
文明城市建设中来。

同时，借助榜样的力量，广
泛开展最美建设者、最美医生、
最美阳台（小院）等“最美”系列
评选活动，在各行各业中培育
优秀典型。挖掘选树“金湾好
人”，广泛开展“明德剧场”“明
德讲堂”“明德大舞台”等活动，
切实用身边人身边事感染人、
带动人。深入开展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
园、文明公厕等群众性文明创
建活动，建立城市荣誉制度，形
成尊重模范、崇尚先进、珍惜荣
誉的良好风气。

本报讯 记者赵岩报道：三灶
的社区环境卫生，首次纳入网格
化管理——近日，记者从三灶镇
政府获悉，该镇从5月开始试行

“环境卫生品质管理”，每个网格
内除了有专人负责环境卫生外，
还细化了环卫标准和考核，做到
有据可依责任到人。

三灶镇相关人士介绍，去年
该镇根据辖区居住人口、管理工
作难易等进行了网格划分，每个
社区、村被划分为若干个网格，并
安排专门的网格员进行日常管理
工作。今年5月，该镇将环境卫
生工作纳入网格化管理，并开始
试行“环境卫生品质管理”。

为此，三灶镇制订出台了《环
境卫生品质管理方案》（下称《方
案》），从考核标准、管理机制等方
面，对网格内的环境卫生工作进行
了细化。例如，对环境卫生服务的
考核，共分成九大考核内容：道路
清扫、道路清洗、垃圾容器管护、牛
皮癣清理、公厕管理、村居卫生、雨
水井管养、员工队伍、安全生产。
而在每个考核内容下，亦有明确的
可计量的考核标准，保证有据可
依。与此同时，三灶镇还强化考
核，《方案》规定，该镇将对各市政
管养单位的服务品质监督检查工
作，按每日、月度的不同检查时间
设置日巡检、月检查等工作。

本报讯 记者赵岩报道：为提
高青少年面对逆境的能力，5月
13日，由珠海晨曦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承办的“三灶青春护航站”项
目，为三灶青少年举行了抗逆力
培训。

据悉，在社工和专业志愿者
引导下，十余位三灶青少年先后
分享了自己近期的压力。释放压

力后，社工通过一系列游戏，向青
少年们传递了“逆境无所不在”

“通过自身努力，应对挫折和逆境
的能力是可以培养的”等信息。

项目负责人表示，希望培训
可以通过游戏、讨论、情景模拟、
团队合作等方式培养并提升青少
年们的“抗逆力”，为青少年的健
康成长增添羽翼。

三灶举办抗逆力培训

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增添羽翼

本报讯 记者乔宇 罗汉章报
道：日前，第十四届中国（深圳）国
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以下简称

“文博会”）已落下帷幕。记者了解
到，由位于珠海金湾的企业设计制
作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镶金工艺
品》，在本届文博会工艺美术文化
创意奖评选中斩获金奖。

据悉，《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镶
金工艺品》由位于金湾的金辉礼
饰纪念品有限公司与广东科学技
术职业学院成立的广科院金辉工

艺品产学研基地项目班设计完
成。值得一提的是，这已是该基
地连续三年获此殊荣。

记者了解到，《改革开放四十
周年镶金工艺品》围绕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主题，集中展示深圳、珠
海、汕头、厦门、海南5个经济特
区的新风貌。同时，该作品还以
电影胶片的形式回放这四十年里
程碑式的大事件，并配以邮政发
行五枚联票，在丰富其观赏性的
同时也提高了其收藏价值。

向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

“珠海造”工艺品斩获文博会金奖

本报讯 记者罗汉章 陈新年
报道：体育和旅游该如何融合发
展？新零售风口下的户外产业有
什么趋势？近日，第二届金湾区
电子商务+文体旅产业融合发展
高峰交流暨户外运动展，在金湾
指点科技园举行。

据悉，此次活动由金湾区科
技和工业信息化局指导，珠海指
点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承办，采取
演讲+讨论+分享+展览的形式
进行。活动在酷炫的航模表演中

拉开序幕，航模在表演者的操控
下，进行了翻转、悬停等动作表
演，引来现场阵阵掌声。

广州体育学院休闲体育系教
研室主任叶祥财认为，体育与旅游
的黏合度极高，特别是户外体验式
培训等方面，“两者融合可实现互
利共赢”。他表示，像旅游和体育
这种大众消费类行业要取得长远
发展，必须要有政府、行业、学术界
的跨界融合，“这样的交流活动为
跨界融合提供了一个平台”。

金湾举办文体旅产业融合发展交流活动

“跨界融合可实现互利共赢”

本报讯 记者乔宇 罗汉章报
道：金湾市民注意了，本周六上午
9时，广东省人民医院珠海医院
（珠海市金湾中心医院）将在金海
岸艺术中心广场，开展主题为“百
姓健康系我心，党员服务进社区”
的多学科联合义诊活动。

据悉，本次义诊活动以胸痛、
心血管疾病为重点，同时还有内
科、外科、妇科、儿科、耳鼻喉科、
麻醉科等多学科的联合义诊。此

外，现场还将提供免费测血糖、血
压，婴儿抚触培训和健康膳食指
导等服务，活动时间为5月19日
（周六）上午9：00-11:00。

记者了解到，金湾中心医院还
将通过此次活动与各社区（村居）
建立联系机制，现场收集困难党员
和行动不便群众的信息。该医院
今后将对这些特殊人群进行上门
服务，建立起长期帮扶的机制，真
正做到将健康送到群众家门口。

医疗服务进社区

金湾中心医院将开展多学科义诊

采写：本报记者 乔宇 罗汉章
摄影：本报记者 张洲

“再过不到半年，第十二届
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下
称“中国航展”）将在金湾举
办。金湾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必须争分夺秒，容不得半点懈
怠。”金湾区相关负责人士表
示，中国航展是珠海的城市名
片和形象窗口，金湾作为举办
地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和责任，
一定要以良好的形象为珠海增
光添彩，以扎实的工作完成好
各项保障任务，实现城市面貌
整洁有序。

“届时全区的市容市貌、交

通设施、旅游配套等都要接受重大
考验。”金湾区相关负责人士表示，
金湾区各镇、各相关职能部门要立
即着手制定专项工作方案，高效优
质完成机场东路、机场西路等交通
干道改造提升工程，全方位展示金
湾的特色与品质，让每一位参展观
展的客人都对金湾留下美好深刻
的印象。除中国航展核心区域外，
全区还将开展主次干道、背街小
巷、公共厕所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
节的卫生清洁，实现村边、路边、塘
边、河边无垃圾。

在巩固前一阶段“蓝天保卫

战”成果的基础上，金湾将持续
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确保各
项指标控制在达标范围内。扎
实推进“河长制”工作，实施“一
河一策”精准治水，大力推进污
水治理，确保全面消除区内黑臭
水体。“我们要把抓好硬化、净
化、美化、绿化、亮化工程，把深
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与优
化环境、改善民生结合起来。”金
湾区相关负责人士表示，要切实
让群众在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中看到耳目一新的变化、
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成果。

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除了要“洁面”，还需“强身”。
金湾接下来将对照《全国文明
城市测评体系》各项指标，安排
一周时间对全区各个实地测评
点位开展一次集中排查，全面
排查不符合测评要求、未达到
测评标准的硬件设施缺项、漏
项。通过制定“补漏”清单，将
具体任务下达到辖区各镇、各
单位，确保5月30日前补齐漏
洞。

在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
的老旧小区改造方面，金湾将

以三灶镇金海岸社区海华南、海
华北小区，红旗镇金银商都片
区、藤山社区、三板社区为试点，
开展以“设施改造、容貌改善、管
理规范、内涵提升”为标准的老
旧小区改造行动，通过以点带
面，在2020年前全面完成全区
各个老旧小区改造升级。同时，
在小林村推行“三线改造”试点，
探索建立“三线合一”等解决村
居“蜘蛛网”问题的经验，并在全
区推广。

在让群众住得舒心的同时，
还要让他们吃得放心。金湾区相

关负责人士表示，金湾接下来
将按照“购物环境舒适、购物体
验舒心”的标准，加快完成广安
市场、唐人街市场等农贸市场
示范点打造。开展以地面清洁
改造、台面规范设计、墙面清洁
粉刷等“三面”改造为重点的基
础设施升级改造，年底前完成
全区农贸市场标准化建设。同
时，在维护好、保持好村居文体
设施“五个有”的基础上，完善
村居文化中心、文化小广场设
施建设，强化提升镇综合文化
站服务功能。

“环境整治提升工作难
在革除顽疾、面面俱到，贵在
精细管理、长期维护”。金湾
区相关负责人士表示，要打破

“整治——反弹——再整治
——再反弹”的恶性循环，不
能仅仅依靠“一阵风”式突击
执法整治行动，“要破除在重大
节日和活动前开展运动式整治
的思维定势，通过日常的精细
管理保障环境整治成果”。

“网格化体系在城市管
理中具有反应速度快，针对
性强等优点”。金湾区相关
负责人士表示，金湾将在三
灶镇三灶社区、金海岸社区
等地试点建立条块结合、以
块为主的网格化管理体系，
实现由点到面、由攻顽症到
保常态的转变。在高位调度
方面，金湾将按照“定领导、
定部门、定任务、定进度、定
责任”的原则，做到件件工作
有时间表。针对城市管理中
市容市貌整治、蓝天碧水保
卫战等重点项目，成立由区
分管领导任组长的专项工作
组，亲自部署亲自抓。

同时，金湾将进一步完
善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的考核办法，健全奖惩机
制，切实把考核结果运用到
绩效管理、党政领导班子实
绩考核中去。金湾区相关负
责人士表示，将切实发挥“约
谈”机制作用，对行动不力、
推诿扯皮的部门进行约谈、
问责。此外，还将设立“曝光
台”和“光荣榜”，对公众发布
文明建设动态和成效，选树
先进、曝光落后。

金湾区相关负责人士表
示，文明建设是一项涉及面
广、影响力大的系统工程，也
是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民
心工程，必须要坚持实事求
是、接地气，以真心换民心、
以实招换实效。全区上下在
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时要直面
问题、健全机制、压实责任，
切实做到思想大解放、作风
大转变、效率大提升，推动新
时代金湾文明城市建设工作
再上新台阶。

管理“长效”：

破除运动式
整治的
思维定势

市容“洁面”：

实现城市面貌整洁有序

城市“强身”：

实现公共设施完善提升

市民“养心”：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基层

日前，金湾举办电子商务文体旅产业融合发展高峰交流会。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金湾“明德剧场”活动现场。 14日下午，金湾区召开全区精神文明建设暨
迎航展市容市貌整治工作会议。

金湾机场西路鲜花拥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