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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青城美丽青城 文明花开文明花开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社区网格员：

发挥“四员”作用用心做好“格”内事

12月 20日 11时许，记者在新华大
街新世纪广场附近看到，车流如织，交
警在寒风中坚守岗位，市民按照交通规
则有序出行，道路秩序井然。“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的过程中，市民是受益者，也
是参与者。我市开展的文明交通整治
提升行动，让城市交通环境越来越好，
交通参与人的文明交通意识也在不断
提高，这要感谢交警的努力付出，他们
是最辛苦的。”市民赵女士指着新城区
交管大队一中队博南岗的交警说。

呼和浩特市第六中学高一四班学
生孙洋洋周日走上街头，作为文明交通
志愿者协助交警维护交通秩序。“交警
叔叔太辛苦了，我想通过这种方式为首
府创城作贡献。”孙洋洋说，高一入学时
就参加了学校志愿者联合会，联合会不
定期开展各种志愿活动，文明交通志愿
服务就是其中一项。同学们对参加志
愿服务都很积极，现在大家也会把遵守
交通规则当成一种自觉行为，因为不仅
能够体现个人素质，而且也通过个人行
为展现良好的首府形象。

为进一步改善我市道路交通秩序，
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保护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市公安局从今年 11月 24
日至明年 1月 22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为期 60天的道路交通秩序大整治专项
行动。行动全方位推进了酒醉驾、机动
车乱停乱放、违规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
秩序整治及宣传教育引导等“八大行
动”的开展。12月 18日至 19日，市区 4
个交管大队开展了机动车乱停乱放、非
机动车违停闯信号、不礼让斑马线等集
中治理行动。

近日，记者还来到锡林南路烟厂路
口，在十字路口处一辆轿车由西向东行驶
右拐向南时不礼让斑马线行人，被交警拦
停。交警对汽车驾驶人进行了交通法规
教育。不多时，一名小伙骑电动车带人行
驶，途经十字路口时又被交警拦住，要求

小伙戴上安全头盔并不要带人上路，还对
其进行警告并且讲解交通安全知识，小伙
表示完全接受并及时改正。玉泉区交管
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张立强介绍，在道路交
通秩序大整治专项行动中会采取多种方
式方法促进治理效果，并按照上级要求每
周六、日进行集中交通整治，并且要把这
项工作持续抓下去。

据了解，首府交管部门以“视频巡
控+现场执法”管理模式全面推进各类
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治理工作。通过路
面巡逻、定点值守、劝导教育等方式，采
取统一执法标准、统一处罚标准，根据
辖区不同区域（道路）的特点，制定有针
对性的治理策略。呼市交管支队创新
执法手段，以现场执勤民警手持摄录机

对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违规变道交通
违法行为进行摄录，对摄录内容进行甄
别、截取，对符合处罚标准的依法进行
非现场处罚。充分利用城区机动摩托
考核组机动灵活、快速到达的优点，每
日对城区内主次干道、背街小巷进行巡
逻考核，以考核的方式督促各管区大队
及时开展工作，同时在巡逻过程中及时
开展事故先期处置、解决群众救助、堵
点指挥疏导等工作。开展集中夜查统
一行动。同时，市公安局立足本职，结
合其他城市酒驾醉驾治理经验，积极探
究推进酒驾醉驾联合惩戒机制。强化
部门联动，通过齐抓共管增强效能。广
泛做好宣传，积极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文
明交通整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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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我市启动
文明交通整治提升行
动，各单位、各部门、全
体市民都行动起来，大
家争当文明交通志愿
者，主动配合交管部门
参与城市交通治理，共
同打造停放有序、各行
其道、文明出行的良好
交通环境。首府交管
部门更是持续发力，不
断强化文明交通整治，
让首府创建文明城市
力度及市民生活满意
度不断提升。

呼和浩特市第六中学学生参加文明交通志愿服务。

玉泉区交管大队一中队交警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这个是字典，我认识字。”近日，
赛罕区西古楼村居民侯建林 4岁的
女儿举起城管队员为她送来的字典，
高兴得又蹦又跳。59岁的侯建林笑
得同样灿烂，他没想到这个冬天能够
感受到这么多的善意，而憨厚的他，
能够回报的就是这样一张笑脸。

这是城管队员们第四次来到侯
建林家了。

11月14日，市城管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七大队三中队的执法队员在赛罕
区西古楼村进行入户调查时第一次见
到侯建林的女儿珊珊。“侯建林家没通
暖气，天气挺冷的，门也关不严，孩子
在屋里没有裤子穿。”三中队中队长武
文达说，当时珊珊和妈妈在家，可是妈
妈患有智力障碍，无论是与人交流还
是照顾孩子，对她来说都不容易。

城管队员当时没带现金，就把巡
查车上预备的方便面和火腿肠送给
了珊珊和她妈妈，想第二天再过来仔
细了解一下情况。

让城管队员想不到的是，第二天

再次来探望这一家时却吃了“闭门
羹”。“爸爸锁的门，不让人进家。”门
缝里珊珊的话让城管队员明白，前一
天的举动引起了侯建林的警惕，在离
开前锁住了家门。城管队员只好通
过门缝递进去一些玩具和零食，七大
队副大队长董海青塞进去 300 元
钱。这一次，城管队员记住了侯建林
的电话，约好了他在家时再次探访。

第三次上门，城管队员详细了解
了这一家的情况。侯建林是榆林镇
人，因为车祸失去了一条腿，在西古
楼村租了一间月租 200 元的房子。
一家三口都有低保，妻子没有劳动能
力，为了生活宽松些，不能干重活的
侯建林在村里帮别人打散工。去年，
珊珊开始上幼儿园了，每个月 700元
的学费一下子加重了家庭负担，侯建
林白天要出去干活，所以城管队员两
次上门都没遇见他。

了解情况后，队员把珊珊的家境
告诉了局里的同事，又有许多人想帮
这一家子。近日，城管队员带着礼物

再次来到了侯建林家。4岁的珊珊看
到新衣服和文具两眼发亮，可面对外
人她还是很拘谨，一个劲儿往爸爸怀
里钻。侯建林同样拘谨，只是看着孩
子露出满脸的笑容，口中一直说着

“太谢谢了。”
珊珊在感觉到队员们的善意后，

和大家互动也多了。市城管综合行
政执法局宣传科工作人员乔世华帮
着珊珊试起了新衣服，在穿新羽绒服
时，珊珊高兴地说：“这里有张卡。”她
手里握着的是新衣服的价签。在屋
外，珊珊的旧衣服晾在外面已经冻得
结结实实，下面还挂着冰锥。

“衣服都是我自己去商场里买
的。”城管队员武文达表示，“我家也
有个女儿，就比珊珊小一岁。”

“大名叫泽楠。”侯建林抚着珊珊
的头说起这个名字的含义，“就是想
着让孩子将来生活得别这么难。”

此时，珊珊正专心致志拿着一个
轿车造型的新文具盒，大声喊出一句

“出发！” （孙岳龙）

文明·安全·畅通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报讯（记者 刘沙沙）社区是党
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
公里”。社会服务和管理能力强起来，
社区治理的基础就要实起来，这都与
网格化管理分不开。而网格员就成为
了文明理念宣传员、矛盾纠纷调解员、
社区群众服务员、疫情防控值守员。
日前，记者来到艺术厅北街社区，感受
社区如何打造“四员”网格员，贴心为
居民做好服务。

当好文明理念宣传员。自创城工
作开展以来，艺术厅北街组织网格员
进小区、走街巷、包楼栋，广泛宣传环
境整治相关内容，普及创城知识，挨家
挨户把居民文明手册、宣传资料发放
到群众手中，深入讲解，倡导居民从自
身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通过宣传
德治、法治、自治、共治“四治融合”的
理念，引导居民自觉遵守“居民公约”。

当好矛盾纠纷调解员。每当遇到
社区矛盾纠纷时，网格员作为“矛盾纠
纷调解员”，现场调解，耐心细致地做
好调解工作。社区网格员刘红艳介
绍，当碰到居民反映问题时，会及时上
前帮忙。看到邻居之间发生小纠纷，

主动介入，以“拉家常”为突破口，一遍
又一遍做好劝解工作，直到双方矛盾
化解。这只是网格员化解矛盾纠纷的
一个缩影，社区网格员牢固树立“发现
问题在早、矛盾化解在小、服务群众在
勤”的理念，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
把矛盾纠纷化解在“网格”内。

当好社区群众服务员。艺术厅北
街社区“网格化”管理两年多来，通过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社区工作人
员从过去“坐等”群众上门办事，转变
为主动上门服务，提升了处理群众反
映问题的及时性。艺术厅北街社区网
格员以服务空巢老人、残疾人、低保
户、五保户以及困难居民等为重点，下
沉到“网格”体民意、问民需、解民忧，
架起了服务群众的“连心桥”。

当好疫情防控值守员。按照网
格化管理办法，艺术厅北街社区划
分为 7 个网格小组。网格员在每个
小区，落实联防联控工作，做好群众

“守门人”，加强小区的出入管理，严
格落实“扫码、测温、戴口罩”等防控
措施，确保防控工作全覆盖、无遗
漏、无死角。

坚守诚信经营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记2021年第一批自治区诚信典型内蒙古一团火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报记者 吕会生

一团火便利店成立于1997年，是
由内蒙古一团火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运
营的连锁便利店品牌。经过二十多年
的探索与发展，“一团火”已成为呼和
浩特市家喻户晓的连锁便利店品牌。
目前，500余家一团火便利店主要服
务于社区、商务区、交通枢纽、医院、学
校等区域的消费者，90%的门店为 24
小时营业，提供全天候便利服务。

多年来，一团火便利店秉承“诚信、
专注、创新、共赢”的经营理念，坚持品
牌化发展，秉持适应消费升级趋势，健
全便民商业设施，以提高消费便利性和
居民生活品质为行业初衷，达成企业与
加盟商和消费者的三方共赢。

该公司践行社会责任，坚持诚信
经营，严把质量关，每种商品信息齐全
才可进店，确保售出的商品绝无假货，
严把食品安全关。特别是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一团火便利店稳价格、
保供应，排除困难坚持营业，并向首府
各区环卫所、社区捐赠抗疫必备物
资。此外，该公司还积极响应精准扶

贫、乡村振兴号召，向黄合少镇、和林
县等地多个村帮扶、捐赠十余次。

一团火便利店常年与内蒙古十余
家高校进行校企合作，提供大量岗位
供大学生实习，把学习理论知识与实
践锻炼有效结合、同步进行，打造行业
复合型社会人才输出基地。

一团火便利店始终注重客户消费
体验。店内除提供免费加热、免费热
水、便民还款、便民充值等基础服务外，
还提供充电宝、免费WIFI、共享打印等
延伸性服务，有条件的门店，还设置休
息区，为顾客提供等候休息、商务洽谈
的便捷空间。今年，部分便利店还承接
了红蜂驿站，为奔波在城市间的快递、
外卖小哥们提供雨具、药箱等服务。

一团火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至
今始终保持良好社会信誉，诚信守法
经营，积极贯彻国家、地方法律法规，
依法纳税、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切实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并入选2021年第
一批自治区诚信典型名单，获评“诚
信达标企业”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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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实践在行动

◀12月20日，玉泉区
三顺店社区联合辖区志愿
者开展了主题为“民族团
结一家亲 冬至饺子暖人
心”的包饺子活动。饺子
包好后，社区工作人员将
水饺送到辖区 75 岁以上
老年人家中，在弘扬民俗
文化、传递社区温情的同
时，也给老年人送上温暖
的祝福。

■本报记者 祁晓燕
通讯员 费娟 摄

▶12月21日，赛罕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联合赛罕区大学东路街道办事处在望兴园社
区举办了“温暖冬日，温情冬至”主题活动。志
愿者和居民分工协作，包好饺子后，一边吃饺
子一边唠家常，现场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本报记者 刘清羽 孙岳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