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破解“急难愁盼”共建文明之城
金湾区开启“十大专项行动”推进文明城市建设

文明，不仅是一座城市的荣
耀，更是一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不
竭动力。4月15日，金湾区深化全
国文明城市建设工作会议暨区文
明委全体（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
全国及省、市有关会议精神，总结
2021年文明城市建设工作情况，
对2022年工作进行部署。

记者从会上获悉，去年以来，
金湾区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工
作持续有效推进，市民道德素养、
社会文明程度等有了明显提升。
为进一步加强全区城市精细管理，
显著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
明程度，金湾区今年将聚焦与群众
密切相关的城市管理、文明行为、
规范建设等领域，实施推进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十大专项行动。

“十大专项行动”，不仅发出了
补短强弱的“动员令”，更按下了合
力攻坚的“快进键”。眼下，金湾区
干部群众正携手同心，以持之以恒
的韧劲深化文明城市建设，为推动
新时代金湾高质量跨越发展奠定
坚实的文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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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上衣，蓝裤子，双手还抱着一
只象征鹤舞文化的白色仙鹤，今年春
节期间，这只脚踏祥云、蹦蹦跳跳的
小老虎被金湾区文明办印在10万个
口罩上，通过“抗疫骑手”送金湾虎
年定制口罩行动、派送给疫情防控一
线工作人员行动、“文明金湾”小程序
线上学习后积分兑换等多种形式，免
费“送”进千家万户。这正是金湾区
创新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一
个缩影。

文明重在实践，丰富多样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是深化精神文明建
设的重要载体。着眼于凝聚群众、引
导群众、服务群众，金湾区以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为基础单元，
以志愿服务为主要形式，去年常态化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1200余
场，形成了人人参与文明实践的良好
氛围。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
那里。在信息技术加快发展、疫情防
控常态化等背景下，金湾区正不断把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向线上拓展、向
群众指尖延伸。比如，持续开展疫情
防控宣传志愿活动，利用指尖志愿宣
传员队伍，每日将防疫知识、文明创
建知识送到千家万户；开展“微光闪
烁 汇聚星河”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
活动，今年春节期间录制疫情防控、
年夜饭制作等主题云上小课堂视频
40条，阅读量达53万次；开展“晒虎
年大餐 赢虎年盲盒”线上活动，引导
市民留珠过年，近万人次参与互动，
营造了春节安全喜庆的浓厚氛围。
此外，金湾区还常态化开展先进典型
评选活动，评选出2021年度“最美金
湾人”53人，进一步发挥先进典型的
示范引领作用。

今年，金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阵

地将进一步夯实。围绕打通宣传群
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的目标，金湾区将实施
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建设行动，选取
人流量大的景区、公园、广场、企业园
区等场所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建设打
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并重点打造金
湾区图书馆、珠海国际健康港、金湾
智造大街等一批新时代文明实践示
范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硬件提升的基
础上，金湾区还将结合发展实际，在
2022年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中，重
点打造“优化服务 产业第一”“文明
出行 交通提升”“品质升级 城市跨
越”“服务群众 民生为要”四个系列
特色活动。

以“优化服务 产业第一”为例，
金湾区不仅将在产业园区建设打造
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为园区企业提
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政策普及等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助力企业发展
壮大；还将在金湾区总商会及各镇
商会建设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会同区总商会及相关部门为商会企
业组织开展企业沙龙、论坛讲座、技
能培训、心理辅导等相关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以商会为纽带助力企
业纾困解难。

与此同时，金湾区还在梳理辖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库，接下来
将有效连接群众需求和资源，围绕学
习实践科学理论、宣传宣讲党的政
策、培育践行主流价值、丰富活跃文
化生活、持续深入移风易俗五项任
务，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明实践项目，
筹备“汇爱金湾 益路同行”爱心市集
活动，开展唱金湾、说金湾、画金湾等
主题实践活动，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向
纵深拓展。

以文明实践厚植城市文化底蕴

精神文明建设向纵深拓展

采写：本报记者 宋一诺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深化文明城市建设，是实现“产业
第一”的迫切需要，也是增进民生福祉
的重要途径。坚持产城融合发展的金
湾区，正加快补齐城市功能短板，进一
步加大对改善民生保障、优化人居环
境、提升城市形象的重大项目的谋划
和建设力度，推动形成以城聚产、以产
兴城、产城融合发展的良好格局。

据统计，金湾区去年全年共完成
13个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作，新增配
置灭火器504具，整治占道经营、流动
商贩15896宗，完成133条背街小巷
整治工作，清运垃圾12500余吨，清
理“牛皮癣”共计91.8万余处；完成22
个老旧小区空中缆线整治工作，全区
累计新划设普通停车位7421个；完成
77个志愿服务站点标准化建设，完成
28处无障碍设施整改。

在完善基础设施的基础上，以精

细管理赋能城市品质提升，加快补短
板强弱项，依然是金湾区今年深化文
明城市建设的重要着力点。以消防设
施为例，金湾区将实施消防设施补缺
达标行动，一方面分步骤、分阶段、分
批次，逐步解决老旧小区、商场超市、
农贸市场、沿街商铺等各类场所消防
设施破损缺失的突出问题。另一方
面，加大消防通道乱堆放杂物、车辆乱
停放的查处力度，确保消防安全通道
畅通。

城市街巷中，杂乱无章的空中缆
线、飞线充电不仅影响市容市貌，也存
在安全隐患。为了破解这些顽疾，金
湾区将实施空中缆线治理行动，按照

“标识清晰、牢固安全、横平竖直、整齐
有序、美观协调”施工标准，严格规范

“三线”作业人员施工。同时，清理整
治乱拉乱接、无序设置的缆线，建立健

全常态化监管机制，定期开展专项督
导检查。

作为城市建设的“窗口”，建筑工
地是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当
前，金湾区正加快打造全市产业发展
主战场，加快建设区域综合交通枢纽，
谋划建设西部中央商务区。在持续掀
起的大开发大建设热潮中，如何通过
更规范、更精细的管理，加强文明工地
建设？

记者了解到，金湾区今年将实施
建筑工地文明提质行动，对建筑工地
围挡实施专人动态清单式管理，制定
金湾区建筑工地围挡管理办法；严格
落实扬尘管理，做好工地出入口保洁
工作，严格落实车辆冲洗，严格落实施
工噪音管理和夜间施工管理等，力争
8月底前，建筑工地不文明施工行为
得到全面整改，建筑工地管理水平显

著提升并常态化保持。
深化文明城市建设，离不开“人”

这一最关键因素。聚焦文明素养提
升，金湾区将实施行人过街行为规范
行动，针对行人闯红灯、乱穿马路等现
象较为常见的路口、路段，在高峰时段
安排警力和志愿者，及时对不文明交
通行为进行劝阻和引导。同时，通过
路口慢直播、执法直播、大屏曝光等方
式，加大对行人不文明过街行为的曝
光力度。

与此同时，金湾区还将实施公益
广告规范提升行动，明确社区（小区）、
主次干道、建筑工地围挡、农贸市场、
商超商圈、交通站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所、站）等各类公共场所公益广
告宣传的点位、内容、载体、材质、规格
等，并建设示范点，让文明新风更加深
入人心。

以精细管理赋能城市品质提升

加快补短板强弱项

以需求导向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是金湾区深化文明城市建设的鲜
明特色。“十大专项任务，既有贯彻中
央及省、市关于文明城市建设的部署，
又有不少结合金湾实际和群众呼声，
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举措。”金
湾区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金湾区
已对十大专项任务逐一拆分，各责任
单位还将根据各自职责制定专项工作
方案，加强部门联动，力争以此次行动
为契机实现大的改观。

无物业小区的管理缺位是不少社
区共同面临的难题，不仅事关百姓居
住条件和生活环境，更事关城市形象
和文明程度。为了破解这一难题，金
湾区把无物业小区管理提升行动列为
十大专项行动之首，将充分调动群众
积极性主动性，形成共建共治共享良
好局面。

记者了解到，金湾区将制定出台
激励政策，鼓励物业服务企业积极参

与无物业小区管理维护，推动无物业
小区物理围闭改造。同时，引导居民
积极参与无物业小区管理自治，推动
无物业小区开展物业服务企业选聘，
切实提高小区物业管理水平。今年年
底前，全区力争无物业管理小区基本
实现“有清扫保洁、有维修保养、有绿
化养护、有安全防护、有停车规范”的
管理服务目标。

相关工作已在部分小区先行“试
水”。以红旗镇最大的老旧小区改造
项目——南山新村为例，该小区始建
于上世纪90年代初，占地面积约2.2
万平方米，共有 54栋居民楼，居民
1200 余人。去年以来，红旗镇投
入近110万元，对南山新村实施了一
系列改造工程。原本杂草丛生、年久
失修的小区内部道路被重新修整拓
宽；低效用地经过规划再利用，化身
为120个整齐划一的停车位；乱搭乱
建被统一清理，疏通了长期被占用的

消防通道。
如何让改造成果长期保持下来，

是一大考验。为此，广安社区以南山
新村改造为契机，提前介入推动小区
成立业主委员会，积极引导居民共建
共治共享。去年9月，南山新村成功
选举出第一届业主委员会。眼下，广
安社区还会同红旗镇相关部门引进了
优质物业公司进行洽谈。随着越来越
多的老旧小区在金湾区破旧立新，居
民们共建共享文明城市的意愿也越来
越强烈。

整治城市环境脏乱问题，是需要
常抓不懈的一项任务。通过实施市容
市貌提升行动，金湾区将组织开展城
市道路大清扫、“城市家具”大清洗、市
容环境大清理；严格落实“门前三包”，
集中整治“七乱一占”违法违规行为，
常态化开展“牛皮癣”整治工作，确保
不反弹。

针对群众普遍关注的停车乱

象，金湾区将以背街小巷、主次干
道、城市支路、农贸市场和老旧小区
周边路段等区域为重点，解决机动
车不在泊位内规范停放、在禁停路
段违规停放以及占用人行道停放等
顽疾；加大力度查处车辆占用消防
通道，利用杂物、地锁占用商铺、商
圈、小区公共停车位或公共道路停
车位的违法行为。

随着城区建设的不断完善，城市
人口的持续增长，不文明养犬问题也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此，金湾区
将实施文明养犬提质扩面行动，加大
对养犬不登记、遛狗不牵绳、犬只随地
便溺、违法饲养危险犬等行为的联合
执法力度，定期对流浪犬、无主犬进行
集中收容。同时，运用“随手拍”、新闻
媒体等平台，发动群众举报不文明养
犬行为并予以曝光，力争到今年年底
前，全区不文明养犬现象明显改善，建
成1-2个宠物公园。

以需求导向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共建共享文明之城

金湾区航空新城。

金湾区严格落实扬尘管理，严格落实车辆出入工地冲洗。

志愿者在清理“牛皮癣”。 红旗镇南山新村将荒地规划再利用，增设停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