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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官平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承载着
全区上下的不懈追求。这几年
来，通过坚持不懈地努力创建和
持续改善，我区的宜居宜业程度
越来越高、知名度美誉度越来越
强，市民素质、城市管理、基础设
施等各方面都有了持续提升，得
到了各级各界充分肯定和广大群
众的真心拥护。

当前，全国文明城市“两连
创”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
一定要提振状态再出发，以志在
必得的信心、一鼓作气的斗志，高
水平、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工作，
以必胜决心确保连创必成。

创建文明城市，实质永远是

为民惠民办实事。坚持创建为
民，就一定要从群众最关心的小
事入手，从与群众最密切的事情
做起，力戒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
章，实实在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
题，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创建带来
的变化。要坚持创建靠民，用我
们的实际行动，引导群众参与创
建，切实增强他们对创建的认同
感、需求感和责任感，以自身文明
行为投入到创建之中，共同营造
良好的创建氛围。

创建文明城市，核心永远是
锱铢必较加紧干。各大工程、各
项任务，只有聚焦聚力、项目化推
进，才能真正实现高标准、高要求
完成任务。老旧小区、背街小巷、
农贸市场等老问题、薄弱环节，只

有狠下心来、较真落实，才能做到
补缺补差、整体提升。工程类项
目要保持环境优美、配套完善，管
理类项目要营造良好秩序、打造
优质服务，活动类项目要持续常
态开展、积极打造品牌。要努力
做到各项工作经得起“细评”“细
看”“细挑”“细查”“细问”，确保静
态指标务求一分不丢，动态指标
力求少失分、不失分。

创建文明城市，关键永远是
多方联动大决战。党建带群建，
合力促创建。当前，全区的党员
干部和志愿者深入社区，帮助督
促、提出建议。单位联网共建、干
部联户同创、网格包干到位，各方
联动，创出火热气象。军民共创、

“一老一小”、美丽庭院、文明家

庭，各项创建载体、各类创建群众
全都参与进来，一起为文明创建
添光增彩。要深入推进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进一步改善社
会风气，营造文明风尚，展现路桥
完美形象。

决战的号角已经吹响，成功
连创全国文明城市是我们坚定不
移的奋斗目标。如今离我们实现
这个目标还剩下“最后一公里”，
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必须增强执行
力和战斗力，
众志成城、合
力攻坚，确保
马到成功，向
全区、向全市
人民交上一份
满意的答卷。

志在必得 连创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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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居、社区）平安是整个社会
和谐稳定的基础，今年以来，路北街
道深入开展“全科网格·清网治格”
行动，做好基层基础工作，把矛盾纠
纷和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图
为党员和网格员一起检查电动车充
电桩安全。

本报通讯员 蒋友亲 摄

“清网治格”夯实平安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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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庄向娟

2018年 4月初，路南街道党工委委员林敏
因为一个新的身份——挂职朝天区区府办副
主任，而踏上了朝天这片土地，“什么感觉？迷
茫、焦虑，当时还没有带来项目，没有带来资
金，心里很着急，就感觉自己要做很多事，却不
知道如何下手。”

除了山，还是山，只有两个红绿灯、连出租
车都看不到几辆的朝天区，却有着1600平方公
里的土地等着林敏去读懂。“啃”一摞摞的脱贫
攻坚资料，是林敏朝天故事的开始，“让这里脱
贫，是我们到这里的唯一目标。”没过多久，朝天
的25个乡镇，林敏如数家珍。

第一批 5名台州援川干部入川，林敏孤身
一人抵达朝天，但他并不孤立无援，他知道后
方就是路桥。

按照“朝天所需、路桥所能”的原则，两地
逐步完善起帮扶机制，第一笔帮扶资金也很快
抵达朝天。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员统军大将
——路桥区副区长、挂职朝天区副区长的林
涛，一直分管农业线的林涛，将在以山区为主
的朝天，种下一颗颗“致富的种子”。

山高路陡、雨季塌方、一道又一道弯让他
们领略了什么叫早上出门摸黑还回不了城、还
要伴随一次次的晕车……但他们给自己安排的
调研目的地，是那些最偏、最远、最需要他们
的深度贫困村，他们要在荒山里栽下一片致富
的“绿海”。

“致富的种子”种到哪里去了？答案就在
朝天区转斗镇校场村易地扶贫搬迁户闫加生
的笑声里。63 岁的闫加生之前一直靠捡垃
圾、收废品为生，年收入3000元左右。但在草莓园里，闫加生挽起袖
子除草、施肥，干得热火朝天，因为他的汗水将换来年收入 30000元
左右。“巨大的数字，翻天覆地的变化。”闫加生哽咽着说，“有人扯
你一把，拉你一把，你得顺着这个劲往上爬，特别感谢路桥。”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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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责任 汇聚合力 确保高质量地完成好各项创建任务
戴冬林赴横街镇督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沈雨露）
9月 15日上午，区政协主席戴冬林
带队赴横街镇督查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没有“旁观者”，人人
都是“主人翁”，要树立全员参战意
识，坚定“事在必成、志在必得”的
信心，鼓足干劲，争分夺秒，认真查
漏补缺，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好
各项创建任务。

在安宝广场，工作人员、志愿

者们正在仔细清扫垃圾。沿着广
场走了一圈，戴冬林发现广场内还
存在着卫生死角。他要求，要切实
提高标准，提高工作精细化水平，
进一步排查短板弱项、逐一落实整
改举措，完善长效机制，确保角角
落落都经得起检验。

随后，戴冬林先后来到云湖
村、洋屿山村、杨桥村，实地查看村
居周边环境、停车秩序、堆物清理
等情况。“房前屋后乱堆放、施工区

域未设围挡、公共设施及路面存在
破损情况……这些问题的暴露说
明你们的认识仍不够到位，整体性
解决思路不明晰。”针对这些问题，
戴冬林要求，横街镇要紧盯创建标
准，重视程度“再提高”，发挥好基
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创建
工作中的战斗堡垒及先锋模范作
用。要切实增强工作紧迫感，强化
工作责任，一定要逐项责任到人、
落实到事，并明确整改时限、标准

和要求，一项一项对标找差，采取
集中整治与常态化管理相结合的
方式，全力破解乡镇、村居在创建
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

戴冬林强调，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夺取
最后胜利的关键时期，横街镇上
下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拿出最佳状
态、坚持最高标准，冲刺完成各
项创建任务。

以创促改“绣”出精细版文明路桥
潘军明督查文明城市创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 益）9
月 15 日上午，区委书记潘军明率
队深入路桥街道、路北街道、桐屿
街道，实地督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以集中“找问题”“回头看”形
式，推动部门、街道查漏补缺，这也
是他近期第 4 次督查该项工作。
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
任庞鑫培参加督查。

“门前地面破损为什么没有及
时更换？”“网格员有没有到位？”在
督查南官大道时，潘军明一路走一
路看，发现门头广告破旧杂乱、樱
花路沿线机动车未按规定停放等
现象时有存在，同时，现场办工、协
调解决了居民门前过道瓷砖破损
更换问题。他强调，要把精细化贯
穿城市管理全过程。路桥街道要
对辖区内的主要交通道路、综合市
场等重点区块和点位开展拉网式
排查，举一反三抓整改，不断提升
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要借助网格
员力量，明确管理责任、细化管理
标准，强化对门前三包、道路停车、

门头广告等整治力度，让城市管理
更高效、更精细。

路北街道洋叶小区是一个开
放式的老旧小区，也是外来人口相
对集聚的区域，密布着大量的餐饮
小店，整治管理难度较大，存在着
消防通道乱停车、餐饮店门前屋后
乱堆放、居民区乱晾晒等问题；水
天一色小区是我区第一个人车分
离小区，也是路北街道物业管理较
为规范的小区，但也存在着改造施
工不规范、电线乱牵拉、卫生死角
等问题。在督查中，潘军明入小
区、走菜场，直奔问题所在，提出详
细整改意见。他强调，洋叶小区、
水天一色小区是路桥主城区的核
心区块，也是此次创建的重点区
块。两个小区所属的村（社区）必
须要高度重视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在路北街道、区同创办等相
关单位的指导下，在最短时间内按
照创建标准进行精细化整改，第一
时间修补破损的基础设施，进一步
规范停车秩序；加大背街小巷、边

边角角的环境卫生整治力度，及时
清理卫生死角、店前屋后乱堆放；
不断加大宣传力度，号召党员、村
（居）民齐整治、共管理。

由于灵山街改造和小区新建
需要，路北街道山马安置小区区块
不少路段都堆放着建筑材料，没有
及时遮盖，有些区块还有施工垃圾
残留；杭绍台铁路桐屿段施工区
域，未按施工要求设置围挡，施工
现场比较杂乱。潘军明指出，建
筑工地是城市发展的“窗口”，折
射出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要在
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的同时，按
照有关要求高标准做好文明工地
的创建工作。要加强建筑工地内
部及周边环境卫生的整治，做好
建筑材料有序堆放、建筑垃圾有
效覆盖及时清运、卫生死角清理
整治、扬尘污染防治、车辆有序
停放等工作，确保建筑工地环境
干净整洁，实现项目经济效益与
环境文明的“双丰收”。

在督查中，潘军明强调，当前，

全国文明城市“两连创”进入决战
决胜阶段。全区上下要与时间赛
跑、为荣誉而战，把解决问题放在
首位，拿出硬核举措，使出超常之
力，不断完善长效机制，全面展现
美丽路桥、文明路桥的最佳状态，
助力台州把全国文明城市这块金
字招牌擦得亮而又亮。要精细化
查找问题。严格对照创建标准，自
带“放大镜”“显微镜”，在全区范围
内开展地毯式大排查，发现问题、
查找病症，确保不留一个死角、一
处盲区。要精准化提升短板。逐
项梳理、落实整改共性问题，在细
微处用心、在细节上用力，坚决堵
住管理漏洞，切实提高城市科学
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要
精心部署联合作战。各级各部门
要坚持“哪里有问题就去哪里”的
创建态度，主动下沉一线，协同推
进问题整改，把创建责任逐项逐条
分解落实到每个具体的责任人，真
正做到责任全覆盖、管理无漏洞、
创建无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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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项 懿）9月15
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戴冠福率部分人
大常委会委员和部分人大代表进区人
大代表联络站开展活动，重点围绕2020
年路桥区政府民生实事项目——新建
公办幼儿园10所的落实情况进行调研，
并召开座谈会。

目前，我区为民办实事涉及的10所
幼儿园已投入使用2所，年底投入使用1
所，完工 3所，主体完成 4所。戴冠福一
行先后来到路北阳光璞悦幼儿园、路南
街道中心幼儿园、路桥街道实验幼儿
园。其中，路北阳光璞悦幼儿园和路南
街道中心幼儿园已经完工，路桥街道实
验幼儿园已经投入使用。“不少设施存
在安全隐患，一定要想办法解决。”“教
师每班怎么配备的？”“工资待遇怎么
样？”每到一处，戴冠福都详细了解幼儿
园的设施设备、班级创设、教师待遇等
情况。对于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他要
求幼儿园和区教育局形成问题清单，及
时整改，确保入园孩子的安全。

“近几年来，我区对学前教育投入
力度大、建设进度快、投资机制灵活，建
议在今后幼儿园的建设装修方面要把
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色彩要符学龄
前儿童的心理需求，功能区划分要更科
学。”“学前教育发展不平衡，全区幼儿
园要整体规划，打破界限。”……在随后
召开的路桥区人大代表联络站座谈会
上，人大代表们各抒己见，建言献策。

戴冠福强调，发展学前教育应当坚
持政府主导，以政府举办为主。教育部
门要坚持公平教育核心理念，合理布
局，统筹规划，规范管理，加快公办幼儿
园发展，支持民办幼儿园上等级；要建
设学前教育品牌，早日实现标准一体化，提升学前教育整体质量；要积极
落实学前教育教师员额制，提高教师的待遇，并加强师风师德建设；各人
大代表要持续关注路桥的教育事业发展，为民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