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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创城作为己任
●刘军

创城大家谈

2021年8月旗县区、开发区空气质量排行榜
一、2021年8月全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77.4%，各地区比例由

高到低顺序如下：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旗县区、开发区

清水河县

武川县

回民区

玉泉区

和林格尔县

金川开发区

托克托县

赛罕区

如意开发区

土默特左旗

新城区

达标天数比例（%）

93.3
90.0
85.7
80.7
77.4
76.7
74.2
74.2
73.3
71.0
71.0

二、2021年8月全市PM2.5平均浓度为24ug/m3，各地区平均浓度由低至
高依次为：

排序

1
2
3
4
5

6

7
8

旗县区、开发区

武川县

托克托县

土默特左旗

和林格尔县

如意开发区

新城区

回民区

玉泉区

赛罕区

金川开发区

清水河县

PM2.5平均浓度（ug/m3）

15
19
19
20
22
23
24
24
24
25
26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旗县区、开发区

武川县

和林格尔县

托克托县

清水河县

如意开发区

土默特左旗

赛罕区

玉泉区

回民区

金川开发区

新城区

综合指数

2.60
2.87
2.88
3.03
3.13
3.26
3.27
3.31
3.32
3.36
3.37

备注：降尘量标准为9.0吨/（平方公里·月）

备注：综合指数越低，表示环境空气质量越好；反之，表示环境空气质量越差。

四、2021年8月份布设降尘监测点降尘量排名由好至差依次为：

排序

1
2
3
4
5
6

旗县区、开发区

赛罕区

新城区

玉泉区

回民区

金川开发区

如意开发区

吨/（平方公里·月）

2.9
3.8
4.6
5.7
7.1
8.3

三、按照常规六项污染物综合指数，2021年8月旗县区、开发区综合指数
由好至差排名情况（见下表）。

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

文明·安全·畅通

市总工会认真落实各项创城工作任务

我市交管部门持续开展校园周边交通秩序整治工作

文明镜鉴镜鉴

本报讯（记者 苗欣 通讯员 周
彦妤）记者日前从市交管支队获悉，
按照市委宣传部《呼和浩特市中小
学校园周边环境整治工作方案》要
求，针对我市目前存在的部分校园
周边交通秩序混乱情况，市交管支
队决定持续开展校园周边交通秩序
整治行动，通过加大校园周边交通
秩序整治力度，努力营造安全、有序
的校园周边出行环境，保障我市创
城工作有效推进。

据介绍，校园周边交通秩序整
治行动分为两个整治阶段，集中整
治阶段为即日起至 9 月 12 日，长效
整 治 阶 段 为 9 月 12 日 至 12 月 30
日。各交管大队将根据辖区管理实
际，针对重点区域，大力加强对相关
校园周边 200 米内交通秩序的整治

力度，严管校园门前机动车乱停乱
放、不礼让斑马线、随意横穿马路等
交通违法行为。同时配合相关部门
的排查整改工作，确保校园周边道
路交通环境安全、有序。

据悉，重点整治区域如下。新
城区：满族小学、关帝庙街小学、实

验中学、胜利街小学、北垣小学、
团结小学；回民区：第五中学、第
七中学、第二十八中学、大庆路小
学、海西路小学、贝尔路小学、回

民中学、南马路小学、光明路小学；玉
泉区：通顺街小学、公义店小学、中山
西路回族小学、第二十六中、恒昌店
巷小学、南茶坊小学、巧尔齐召小学；
赛罕区：呼伦南路小学、第三十九中
学、锡林南路小学、东风路小学、巨
华小学、呼和浩特民族实验学校。

近段时间，青城市民百姓口中
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这也从一个方面证
明，各行各业已经积极参与到创城
工作中来，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积极响应，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大家文明意识普遍得到提高，城市
不文明行为明显减少，社会和谐气
氛弥漫着整座城市，清洁美丽的城
市环境净化着每一位市民的心灵，

进一步感染熏陶着人们积极传递
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明城市创建作为精神文明
创建的龙头工程，是反映一座城市
整体文明水平的综合性荣誉称号。

创建文明城市也是提升百姓

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其以城市文
明程度的提高带动整个社会文明
程度的提高。政府部门要做好相
关统筹组织指导工作，建立常态化
文明创建工作机制，每一位市民都
应当将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作为己

任，以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为契机，
将创建工作成果延展到日常，成
为工作学习生活常态，切实提高
自己的文明道德素养和责任使命

感，减少或者避免不文明行为的发
生，烟头进桶，垃圾进箱，不随地吐
痰，遵守交通规则，营造有序安全
的交通秩序，文明开展交往交流，
人人相互尊重关爱，为创城贡献一
份力量。

本报讯（记者 吕会生）我市开
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以来，市
总工会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召开工
会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动员部署
会，多措并举，助力我市争创全国文
明城市。

线上线下齐动员，广泛宣传营
造创建氛围。市总工会向全市各级
工会组织、广大职工朋友发出了《争
做文明职工 建设文明企业 共创文
明城市》倡议书，开展创城宣传和致
市民的一封信进企业活动，印制了

“我为创城做贡献 劳动能手走在
前”宣传海报，在全市大中型企事业
单位的厂务公开栏等显眼处张贴，
并要求市内四区总工会切实加大对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宣传力度，倡
议广大职工积极投身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同时，在市总工会“两微

一官两号”开设创城专题宣传专栏，
转发市委宣传部关于创城工作的文
件、宣传号召等，宣传报道市委、市
政府关于创城以及惠民利企相关重
大举措、工作动态、经验做法和先进
典型，发布市总工会传媒中心自制
创城宣传短视频等，还在新浪新闻
手机 App 开机屏连续 4 周滚动播放
4 张不同的主题宣传海报。开展了

“我为创城代言”职工微视频有奖征
集活动，积极调动广大职工参与创
城工作，录制创城随手拍或者以创
城为主题的小视频、号召、宣言等，
择优在市总工会官方抖音号、视频
号中发布进行宣传推送。

劳模先进齐发力，全员投身推动
创建活动。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
部署，为在全市营造文明和谐的创建
氛围，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市总工

会开展了“劳模引领 劳模号召助创城”
活动，选择了4名具有代表性的劳模，
分别深入到我市500人以上的大型企
业中开展了4次劳模带头助力创城集
中宣传活动，展现劳模风采、劳动者风
采，用劳模精神、劳动者精神宣传文明
新风，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发挥先
进模范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中的
示范表率作用。在活动中还为企业职
工送去《呼和浩特市市民文明手册》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致市民一封信》等
宣传资料，开展了“我为职工办实事--
中（蒙）医药服务行”义诊活动、“法制
宣传教育进企业”、“普通话宣传进企
业”等宣传教育活动，收到了良好的社
会效果。同时，市总工会机关党员干
部还深入到包联共建社区开展志愿服
务义务劳动、入户宣传等，营造浓厚创
城氛围。

提高工会工作水平，以身作则开
展好创建工作。市总工会进一步完
善了职工服务中心建设与管理，加强
了文明氛围的营造，建设了市总工会
联系社会组织工作服务站，多方联动
开展创城志愿服务。同时主要领导
在全体干部学习大会上多次强调文
明城市创建的重要性，要求全体干部
职工从自身做起，积极参与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

建设“劳动者港湾”，为首府增添
创建新温度。今年以来，全市各级工
会组织积极打造了 4 家“劳动者港
湾”，主要服务户外劳动者，为其提供
热水、休息、如厕、学习、活动的阵地，

“劳动者港湾”也已成为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宣传教育的一线新阵地，让市
民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氛围。

▶近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为包联单位赛罕区大学
西路街道新建东街社区捐赠了12个环保垃圾桶。

■本报记者 其布日哈斯 摄

◀近日，惠民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图为社区工作者正
在向居民发放垃圾分类倡议书。

■本报记者 刘军 摄

近日，回民区中山西路街道党工委联合区城管、市场监管、妇联等部门在海亮
广场共同开展了“同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家园”宣传活动。

■ 本报记者 祁晓燕 实习生 贾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