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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镜鉴文明

沙尔沁镇发布通告

玉泉区新城区多措并举推动创城工作落实落细
本报讯（记者 阿柔娜）为深入推
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提高居民
的知晓率、支持率和参与率，确保创建
工作常态化、长效化，营造一个洁净舒
适的生活环境，玉泉区多措并举、持续
发力、着眼细节、打造亮点，积极营造
创城氛围，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
推进创城工作取得实效。
迎春社区积极协调、上下联动，大
力提升工作水平，社区网格员、志愿
者、物业等加强配合、通力合作，多举
措开展系列创城工作。认真对照相关
测评体系要求和群众密切关注的热点
难点问题，将创城重点问题的短期治
理与长期规划相结合，让群众在创建
中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感到满意，提
升创城的知晓率、支持率和满意率。
通过发放创城宣传品、入户宣传等方
式，大力宣传创城的重要意义，让广大
居民在公共场所、家门口就能听到、看
到、知晓创城的重要性，从而不断提高
创城意识。积极整合辖区资源，充分
发挥志愿者队伍力量，联合包联单位、
小区物业、居民群众等志愿者队伍，在
辖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文化广场等
区域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活动，重点针
对辖区生活垃圾、小区内楼道杂物进
行清除，用实际行动带动更多的居民
一起参与到创城志愿活动中，为创城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为全面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西菜园街道办事处加大创城宣传工作
的覆盖面，坚持常态化开展创城整治
活动，巩固整治成果。在西岸国际小
区，社区工作人员开展了主题宣传活
动，向居民发放《呼和浩特市民文明手
册》、垃圾分类、消防知识宣传单页、信
用知识宣传册等宣传资料，耐心地向
居民宣传创城知识，在御水人家小区，
社区工作人员对辖区商户、小区内消
防安全情况进行巡查。对小区灭火器
是否在有效使用期内、有无破损、灭火
器是否放置在醒目位置、安全出口是
否畅通等问题进行了检查。在盛世东
元小区东门，社区及时组织环卫工人
利用专业工具对路面油污进行集中清
理。下一步，西菜园街道办事处将继
续保持高频率、强力度的宣传检查模
式，实现排查整治无死角、全覆盖。
又讯（记者 阿柔娜 刘沙沙）为切
实推进创城工作开展，新城区各社区
持续发力解决社区内创城工作中的难
点问题，扎实做好入户走访宣传，全力
开展集中整治行动，不断提高居民群
众满意度，确保创城工作取得实际成
效。
光华街社区积极组织党员干部，
广泛发动社区居民群众参与创城、支
持创城。一方面，组织各网格员和社
区工作人员入户宣传创城内容，同时

在社区网格内发动辖区志愿者、在职
党员开展“小广告”清理工作，积极协
调解决道路两侧“飞线”、分类垃圾桶
使用，以及游商占道经营、机动车乱停
乱放等问题，积极创造干净整洁的社
区环境；另一方面，与辖区居民“开门
纳谏”谈话谈心，倾听居民所思所想，
了解居民生活所需，在宣传文明创城
理念的同时，及时化解解决居民关心
的“急难愁盼”问题，努力营造和谐美
好社区氛围。在悬挂创城宣传条幅、
充 实 宣 传 栏 内 容 、制 作 发 放 宣 传 册
（单）的同时，采取网上问卷调查方式，
拓宽宣传渠道，
积极采集群众意见。
中山东路街道全体党员干部强化
主动担当作为，放弃周末休息时间，积
极投身环境整治、文明劝导、氛围营造
等各项志愿服务活动中，确保创城工
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组织开展
“党建+创城”活动以来，组织党员、共
青团员、志愿者划定区域，进行网格
化、精细化管理。发动职工群众、驻区
单位志愿者 300 余人次。严格按照相
关要求，承担目标职责，扎实做好创城
各项工作。创城工作开展以来，各社
区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积极发放创
城宣传册、杂物清理通知，制作主题鲜
明、通俗易懂、内涵深刻的公益广告。
同时，带动 130 多名党员、居民、志愿
者积极行动起来，走进辖区的每家每

户，
面对面向居民讲解创城知识。
连日来，军区社区根据创建标准
对标对表，同海拉尔路街道办事处创
城指挥部、城管、应急队共同抓重点，
迅速整改存在的问题。社区对照创城
标准组织网格员召开“创城”工作推进
会，要求在规定期限内细化各项工作，
将各项创建工作做实做细。对辖区内
所有文体娱乐设施使用状况、破损程
度、使用年限进行了检查。对于超期
服役、破损严重以致于无法使用的健
身器材，汇总后上报街道，进行整体维
修更换。
近日，公主府社区开展了“文明城
市你我共建 美好家园你我共享”活
动，向辖区居民积极宣传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社区工作人员共走访
600 余户住户，收回有效问卷 400 余
份。在进行宣传的同时，积极采取行
动，对辖区内的环境卫生进行整治，清
理老旧小区垃圾，更换破损的健身器
械，
修理小区内破损的路面。
近日，气东社区党委联合内蒙古
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第三党支部举办了
“科普惠健康 点亮新生活”主题党日
活动。同时，气东社区工作人员也积
极向居民宣传创城和垃圾分类相关知
识，发放创城知识宣传页，填写调查问
卷，加大创城宣传力度，提高了群众对
创城的知晓率、支持率和参与率。

从重处罚露天焚烧秸秆行为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近日，沙
尔沁镇政府发布《关于鼓励举报和从
重处罚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的通告》，
对举报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的，给予奖
励；对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者，将依
法从重处罚。
《通告》明确指出，群众一旦发现
在沙尔沁镇区域内有露天焚烧秸秆
行为的，均可向镇综合行政执法局举
报；举报信息要客观真实，如实反映
焚 烧 违 法 行 为 的 发 生 时 间 、具 体 地
点、焚烧情况，并提供被举报火点现
场照片或视频录像等信息。举报人
对其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得伪
造现场，制发虚假信息。如有捏造事
实，诬告、陷害他人的，将依法追究举
报人的法律责任。举报事实经镇综
合行政执法局审核查证属实的，每例
给予举报人 200 元奖励，自核实之日
起 10 个工作日内，通过转账或者现金
方式发放给举报人。实行首报奖励

制度，同一举报线索，奖励第一时间
举报人。镇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举报
线索严格保密，依法维护举报人合法
权益。
对露天焚烧秸秆人员，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
规定，最高限处 2000 元罚款；构成犯
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沙尔沁镇政府还向全镇发
出倡议：
要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做遵法
守法的榜样，沟通说服家人、亲戚、邻
里禁烧秸秆、保护环境；树立环保意
识，
理解、
认识露天焚烧秸秆的严重危
害；
做好田间管理，
严禁露天焚烧农作
物秸杆、
荒草、
落叶等，
做到
“不燃一把
火、
不冒一处烟、
不黑一块田”
；
相互监
督，
凡发现私自露天焚烧秸秆者，
应及
时加以制止，
造成严重后果的，
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
法律法规追究相关责任，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近日，
“芸公益”组织志愿者走进回民区三顺店社区，开展了清除“牛皮癣”志
愿服务活动。图为小志愿者们干劲十足参与其中。
■孙岳龙 摄

文明交通劝导
近日，团市委、市青联开展了
“创建文明城 青联在行动”交通协
管志愿活动，广大青联委员积极响
应，在玉泉区七彩城路口做文明交
通 劝 导 志 愿 者 ，引 导 市 民 文 明 出
行。
■本报记者 吕会生 摄

文明·安全·畅通

青城新建花镜小品配备讲解牌受到市民欢迎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今年以来，
首
府园林部门对标先进地区，
拔高标准、
注
重品质，与国内高水平团队合作，设计、
建设了多处口袋公园、
花镜小品，
为广大
市民打造舒朗通透、花团锦簇的都市风

貌。而且每一处新建的口袋公园、大型
花镜小品都设有简单的讲解牌，通俗易
懂的话语，
让阅读者知道这个公园、
花镜
的名称，
了解其中特色（见图）。
走进位于敕勒川大街和东二环交会

处的一处口袋公园，
醒目的讲解牌让人眼
前一亮，
不时有游园者驻足浏览。简单精
炼的内容让人马上知晓这里叫
“雅趣园”
，
面积约15000平方米，
配置了雨水花园景
观、
透水白沙景观，
并结合景石点缀花镜

等。沿大黑河南岸、
石化桥东而行，
一处
大型花镜让人眼前一亮，
一旁的讲解牌告
诉游客，
这处花镜名为
“生生不息”
，
是以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
通过碎石模拟
大黑河水系，
寓意在这条水系的滋养下万
物共生、
生生不息的美好画面。
在赛罕区银河北街的一处花镜小
品前，
通过阅读讲解牌，
记者了解到此处
名为“前行”。而且在一些花卉前，细心
的园林人相应配置了小小的科普牌，介
绍花卉的名称，
属于哪一科目，
让每一位
驻足赏景的路人认识更多的花卉。
今年，我市园林部门在对城市绿地
进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本着有立意、
有提升、有反馈的原则，在设计先行、方
案把控的前提下，按照居民出行“300
米 见 绿 、500 米 见 园 ”的 要 求 ，选 择
500—5000 平方米规模的绿地，开展精
品园林空间建设提升，积极实施一见
“青芯”口袋公园建设行动，不断优化城
市绿地布局，均衡布局公园绿地，形成
可进入的开放型绿色空间。在建设口
袋公园、花镜小品的同时，日常精细化
养管紧紧跟进，与每一处口袋公园、大
型花镜小品相配套的讲解牌随之而
立。这样一来，精心打造的小景观随处
可见，让百姓心中愉悦、欣喜，而小小的
讲解牌传递科普知识的同时，更让百姓
感受城市的温度。

近日，新城区东街办事处东库街社区联合共青团新城区委员会开展了创城
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手拿垃圾袋、铲子等工具，铲除小广告，清理绿化带。经过
一个多小时的劳作，
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本报记者 其布日哈斯 摄

文明旅游 从我做起

环城水系小黑河两岸绿树成荫，景色秀美。国庆期间，很多市民来到小黑
河沿岸游玩观景。记者在小黑河赛罕区段看到，有的游客在座椅上休息后随意
丢弃废纸、口罩、牛奶外包装盒等垃圾，这些不文明行为与美丽的环境极不协
调。在此，
呼吁广大市民和游客都能爱护环境，
共同保护我们的美丽家园。
■本报记者 刘丽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