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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惠强 ：

巩固创文成果  坚持从小抓起
我市顺利通过全国

文明城市整改复查，这凝

结着全市人民的汗水。教

育系统在城区中小学校

普 遍 开 展 了“ 小 手 拉 大

手·共建文明城”、文明校

园创建、师德师风建设、

师生志愿服务、文明公益

宣传等“八项行动”，一批

学校跻身全国文明校园

行列。同时，市教育局扎

实做好第 16 网格相关工

作，与陈仓区虢镇街道并

肩奋斗，洒下了汗水，收

获了喜悦。

文明城市创建只有

起点，没有终点。我们必

须坚持常态化、精细化、

人文化、体系化，凝聚全

民力量，持续提档升级。

巩固提升创文成果，必须

从娃娃抓起，大力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引导广大师生持续创

建提升、共享文明成果。

持 续 提 升 师 德 师 风，全

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建设一支有理想信

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

学识、有仁爱之心的高素

质教师队伍，以情怀树形

象，以实干赢尊崇 ；持续

推进“五育”并举，坚持以

德为先、全面育人，引导

广大学生树立文明理念、

加强体育锻炼、培养劳动

能力、提升艺术素养，争

做文明有礼的时代新人 ；

持续开展文明行动，通过

组织开展研学旅行、志愿

服务、“小手拉大手”等文

明实践活动，引导中小学

生传承优秀文化、体验奉

献之美、养成文明习惯。

在常态化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的道路上，我们期待

并相信，每位老师、每名

学生、每位家长大手拉小

手、共同向前走，永远是

宝鸡这座文明城市最美

的一道风景！

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天宏 ：

聚焦民生问题  创新治理模式
去年整改提升工作开

展以来，市民政局对社区

（小区）专项整治提升工作

任务进行了再明确、再细

化，在市区科学划分 25 个

包抓片区，定岗定责定人，

确保了各项工作措施落到

实处。

市 区 134 个 社 区 的

1700 余名社区工作者加

班加点，采取自查、交叉检

查、第三方排查等方式，

严格按照文明城市创建标

准，逐社区（小区）开展走

访排查，对重点区域和薄

弱环节建立问题清单。指

导社区新增公益广告 8878

处，清 理 野 广 告 7920 多

处，粉刷墙面 25000 平方

米，入户宣传、模拟问卷调

查 27000 多户，解决宣传

氛围不浓、公益广告数量

不足、小区车辆乱停、住

宅楼内有垃圾等具体问题

357 个。

我们将进一步提升

社区为民服务水平，对标

对表，围绕社区公共服

务、便民利民服务、志愿

服务这三大块，不断丰富

“十五分钟服务圈”，补齐

社区治理短板弱项，让群

众真正感受到创建文明城

市带来的实惠。同时，进

一步发挥社区群众自治效

能，不断丰富和完善“五

民”工作法，深化“微治理”

机制，广泛开展环境绿化、

邻里一家亲等活动。建立

“红黑榜”，褒扬文明新风，

提升居民群众的主人翁意

识，让小区更美好、城市更

文明。聚焦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

不断创新社区治理理念和

治理模式，打造社区特色

服务品牌，以点带面，形

成覆盖，促进社会治理水

平和治理能力不断得到提

升，为建设幸福宝鸡作出

更大贡献。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罗安才 ：

完善市政设施  改善人居环境
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整改中，市住建局作为攻

坚力量之一，承担了大量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建筑

工地管理、老旧小区提升

等任务。为此，我们成立

了专项整治提升工作专

班，确保创文工作顺利推

进。局党组每周召开一次

推进会，研究具体问题，

解决实际困难。聚焦薄弱

环节，累计投资 5300 余

万元对蟠龙路、引渭路等

12 条道路进行改造，对峪

泉路、峪石路、联盟路等

15 条人行道进行大修 ；

投入资金 1700 余万元，

对辖区 227 条背街小巷

全面进行修复 ；对 399 条

城市主次干道、背街小巷

照明情况进行排查，在 34

条道路安装路灯 458 盏，

维修损坏路灯 1786 个，

更换电缆 2600 余米。通

过这些举措，为群众办实

事，确保文明城市整改复

查各项指标达标达效。

我们将以城市更新行

动为抓手，不断强基础，加

快推进团结、钛谷等五座

在建渭河大桥建设，积极

实施市区桥梁加固、道路

拓宽、破损道路大修、市

区路灯照明设施改造等工

程，积极实施雨污分流及

内涝治理工程，打造韧性

城市，提升综合承载力。坚

持把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作

为提升住建行业规范化、

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标准，

统筹市区两级力量，全面

落实市政基础设施养护、

文明工地管理等制度，强

化巡回检查力度，着力提

升建筑业、物业服务等行

业管理水平。加大宣传力

度，动员广大干部职工积

极参与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做到文明城市创建人

人有责、人人有份，不断提

高城市文明程度。

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公尚 ：

落实创建措施  让人民群众满意
近日，中央文明办通

报确认，宝鸡市继续保留

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

为保住这块金字招牌，去

年以来，我市开展了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整改提升工

作。市交通运输系统高度

重视，研究制定了工作实

施方案，成立了领导小组，

以最大决心、最硬举措抓

好各项整改提升工作。

整改提升工作中，我

们切实履行包抓责任，主

动对接宝鸡高新区马营

镇创文办，督促第 22 网

格马营镇区域整改提升工

作，对区域内建筑工地、

社区、银行、网吧、农贸市

场等点位实地督查，要求

限时整治并加强常态化巡

查，切实推动工作落实。

结合行业实际，大力开展

公共交通服务专项整治

提升行动，严格对照测评

标准，重点解决出租车、

公交车、班线客运等行业

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统

一服务标准，健全便民措

施，增加公益广告，规范

运营服务。“人民城市人

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人民满意是文明城市创建

的价值准绳。下一步，全市

交通运输系统将进一步深

化文明城市创建成果，落

实常态化创建各项措施，

重点围绕提升服务质量、

优化服务环境、创新服务

措施、提高服务水平的要

求，深入开展文明优质服

务示范窗口教育活动，针

对政务大厅、公交线路、汽

车站场、出租汽车、班线客

运等，加强教育引导，严

格日常管理，规范行业执

法，提升工作效能，引导行

业人员立足岗位、转变作

风、高效服务，持续巩固

创建成果，切实提高广大

人民群众对交通运输工作

的满意度。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许海峰 ：

厚植健康理念  助力文明创建
在市委、市政府坚强

领导下，经过全市上下共

同努力，宝鸡继续保留全

国文明城市这块金字招

牌，过程充满艰辛，结果弥

足珍贵。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全市卫健系统将以开展健

康宝鸡行动为主线，以巩

固国家卫生城市成果为重

点，以文明单位创建为抓

手，不断提升行业文明程

度，助力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让宝鸡更加美丽整洁、

人民更加健康幸福。

聚焦窗口单位，让文

明之风惠及就医群众。我们

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在医

疗卫生机构持续开展志愿

者服务、卫生清洁、文明劝

导、健康教育、禁烟控烟等

工作。坚持以人民满意为

目标，开展优化医疗服务行

动，下力气解决群众看病中

遇到的操心事、烦心事、揪

心事，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让人民群众充分感受到卫

健系统的文明新风。聚焦重

点环节和短板弱项，常态化

开展“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洁净家园活动，加强城乡接

合部环境卫生整治，加强集

贸市场和夜市管理，加强“六

小行业”整顿，提升城市精细

化、科学化、智慧化管理水

平，努力实现“全域化卫生、

高水平文明”，将宝鸡打造成

为一座有“品德”、有“涵养”、

有“温度”的卫生之城、文明

之城。开展健康行动，用健康

宝鸡助力文明宝鸡。把人民

群众身体健康作为文明城

市的重要内涵，以打造区域

医疗康养中心为目标，把健

康融入城市建设管理的方

方面面，扎实推进健康宝鸡

17 项行动，全方位全周期

维护人民群众健康。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积勤 ：

建立长效机制  实现常态化管理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整

改提升工作开展以来，市

市场监管系统按照市上总

体部署，围绕集贸市场、文

明餐桌等任务分工，对标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测评体

系和测评标准，统筹人力、

物力、财力资源，全员参

与、全力投入，奋勇担当、

积极作为。

市市场监管局成立

专门机构、工作专班，建立

健全市、区、所三级干部包

抓工作机制，制定出台相

关方案。先后数次召开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集贸市场

专题推进会、现场会，观摩

学习创建标准样板市场经

验，寻找差距短板，讨论改

进举措。召开“文明餐桌”

整改提升推进会、网络培

训会。在市区发放节俭养

德、公勺公筷宣传牌（画）

共 14.5 万份，凝聚创建共

识，营造创建氛围。聚焦问

题短板和薄弱环节，加大

投入助整改，强化措施促

整改。集贸市场专班共出

动包抓领导和督导检查人

员 4568 人次，自查整改问

题 1758 个，做到了市区 31

个集贸市场督导检查全覆

盖。文明餐桌专班共督查

市区餐饮服务单位372户，

督促整改问题 573 项。通

过集中整治，市区集贸市

场管理基本实现有序化、

规范化、整洁化，文明餐桌

公勺公筷落地见效，制止

餐饮浪费效果明显。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

建立长效机制和长效监

管，研究制定集贸市场和

文明餐桌常态化管理措

施，做到标准再提高，力度

再加大，措施再创新，持续

巩固拓展创文成果，让文

明之花常开常艳。

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周保君 ：

持续优化服务  贡献文旅力量
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整改中，市文旅局举全系

统之力针对A 级景区、网

吧、KTV、影剧院及局系

统老旧小区提升改造进行

重点检查管理，通过受理

投诉、走访企业经营户、责

令停业整顿、吊销许可证、

取缔非法经营单位等方

式，净化了文化市场环境。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

巩固好创文成果。引导A

级景区依法诚信经营，完

善旅游区软硬件建设，促

进旅游服务质量整体水平

提升。大力开展“秦腔周

周唱、话剧月月演”、戏曲

进乡村、优秀剧目巡演等

文化惠民演出活动 ；完善

市文化艺术中心、书法美

术馆、图书馆等设施，提

高艺术中心音乐厅等场

地利用率，加快基层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打

造“十五分钟公共文化服

务圈”。加大对市级国有

院团的扶持力度，持续推

进“县县有剧目，一县一

精品”工程，抓好影视文

艺作品创作，推出一批思

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

精良的精品佳作，着力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文

化需求。坚持“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融合发展的工

作思路，发掘宝鸡深厚文

化底蕴，推出精品文化旅

游线路 ；加强A 级景区景

点规划开发 ；推进文明旅

游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联

动化，进一步提升全域旅

游服务水平，持续优化旅

游公共服务和惠民便民

服务。紧盯行业乱象，对

全市旅行社、星级饭店、

A 级景区、经营性文化场

所开展检查，通过加强重

点治理，建立工作长效机

制，做到发现问题立行立

改，建立良好的文化旅游

市场秩序。

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段葆青 ：

勇于担当作为  提升服务水平
我市开展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整改提升工作以

来，全市商务系统干部职

工和全体商务行业从业

者，压实责任，大家始终战

斗在创建和整改提升工作

一线。

在整改提升工作中，

面对人员力量不足、行业

主体较多、创建任务繁重

的局面，商务系统党员干

部全员上阵，对商场超市、

宾馆酒店、加油站等行业

单位进行精准摸排，逐户

建档，逐户整改，整改完成

后逐户进行预验收和查缺

补漏、巩固提升。投入 10

万元对新建路原商业局家

属院进行全面整改提升，

印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等主题宣传海报 2 万余

份，向全市商务行业发放，

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对

市委文明办模拟测评反馈

的 24 个点位 56 个问题逐

一扎实整改到位。全面推

进网格化包抓工作，赴渭

滨区高家镇进行督导排查

164 次，对照标准，分类排

查，包抓干部随时待命，有

力保障了整改任务迅速落

实到位。我们将文明城市

创建作为对全市商务行业

管理服务水平的全面“体

检”，通过创建达标，使全

市宾馆酒店、商场超市、加

油站等行业单位的服务能

力和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进

一步增强。

全国文明城市这项荣

誉来之不易、守之更难。

全市商务系统干部职工和

全体商务行业从业者，将

以此次整改复查通过作为

新起点、新动力，继续在

岗位上勇于担当作为，发

扬锲而不舍的精神，不断

提升商务行业管理和服

务水平，为文明城市作出

新贡献。

整改复查通过之后

创文工作怎样持续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