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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美丽青城美丽青城 文明花开文明花开

强基础 利长远 惠民生

首府用城市“美丽指数”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本报记者 刘军

和林县：齐心打造文明宜居生活环境

文明实践在行动

新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

志愿者绘制宣传画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夜幕下的呼和浩特，灯光灿烂，
璀璨夺目。”在东河广场，正在观赏夜
景的市民们由衷地赞叹。环城水系两
岸的夜景绚丽迷人，倒影摇曳、彩虹卧
波；两岸的高楼、桥梁、河堤等建筑物，
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漂亮。

一条条宽敞整洁的街道，在不断
拓宽和延伸中拉大了城市框架；一栋
栋拔地而起的高楼，散发着一股浓浓
的艺术与现代气息。环城水系沿岸
旁绵延的生态绿道，鸟语花香，生机
盎然……近年来，我市坚持强基础、
利长远、惠民生，统筹推进城乡基础
设施和生态建设，城乡面貌和生活环
境大为改观，支撑和保障发展的能力
显著增强，广大市民正是从这一处处
细节的变化中，欣喜地享受着幸福的
生活。

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城市品质
“人上了年纪，家又在农村，一年

时间里来呼市也就那么一两趟，可每
回进城的感觉都不一样，呼市变大
了、变美了、变绿了、变整洁了，看着
真好。”家住武川县的 72 岁的李大
爷，每年都会来呼市一两趟，看着城
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李大爷心里掩饰
不住地高兴。

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不少市民发现，我们的城市很多变化
正在悄然发生：从环城水系到海绵城
市，从快速路到高架桥，从生态绿道
到口袋公园，处处可见港湾式的公交

站台、醒目的交通标识牌、星级标准
的公共厕所……

为解决好市民反映突出的如厕
难、背街小巷路况差等老大难问题，
在我市每年的民生工程计划中，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一直被列为重中之
重。近年来，我市努力把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工程打造成提升城市品位的
精品工程——去年，27 条市政道路、
22 条“断头路”顺利通车，特别是打通
群众期盼已久的兴安南路“断头路”，
取消国道209线桃花收费站，极大缓解
了城区向南“出行难”问题；昭乌达哲
里木快速路全线通车，金海、金盛快速
路部分路段通车，主城区车辆平均时
速提升 6.7%；改造老旧小区 333 个、
466 万平方米，开工 17 个棚户区改造
工程；城区 64 公里供热管网完成互联
互通，36.4公里老旧燃气管网、35万户
燃气技防设施完成改造。建成口袋公
园和社区游园186处、城市绿道220公
里……

此外，我市还全面启动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近年来，我市通过多
种形式积极探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办法，突破分类难点堵点，向着城市
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
理迈出了一大步，垃圾分类正在逐渐
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已成为引领青
城市民生活的新风尚，也让城市更
加美丽和谐。

提升绿化水平建设生态城市
时值初秋，每到傍晚，不少市民都

会来到环城水系绿道旁的健身场地锻
炼身体。市民王维君告诉记者，绿道
建成这两年，他便养成来此休闲的习
惯。“特别是行至赛罕段，绿道两边的
绿荫让人非常惬意，再往前走，绿道两
边是盛开的花朵，真有点如在画中游

的感觉！”王维君说。
除了近年修建的生态健身绿道，

我市一直高度重视城市园林绿化建
设。2021 年，我市在全国 36 个重点城
市中绿化清秀指数排名第 2 位，出台

《呼和浩特市湿地保护条例》，实施大
小黑河、哈素海、黄河滩区等综合治理
工程。在全区率先建立“林草长制”，
建成林草生态大数据平台及种质资源
库，完成林草生态建设43.7万亩，荣获

“中国最具生态竞争力城市”殊荣。今
年，我市还将新建、续建、改造城市绿
道300公里，新建口袋公园、社区游园、
体育公园 300 个，打造 10 条海绵道路
示范街道、8 个海绵化改造示范小区，
争取入围国家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
市。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全地域、全过
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领域、全方位
推动发展绿色转型，守住自然生态安
全边界，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努力
争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梵草映月、花镜广场、亲子乐园、
雨水花园、滩头花海……随着大黑河
景观带内可圈可点的美景日渐增多，
我市 138 平方公里的市域南部生态屏
障也已基本形成。近年来，我市按照

“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的生态园林
体系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按照“精心”“精致”“精细”的原
则，采取针灸点穴、见缝插绿的方式，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见青芯口袋公
园”建设行动，打造公园精品园林空
间，实现群众家门口的公园随处可
见。同时，开辟老旧城区的“微绿空
间”，强化微改造更新理念，全面带动
老城区城市功能修补，为市民提供更
多的绿色休憩空间。

精细化管理构筑品质之城
“现在的呼和浩特，处处见绿、随

处见花，城市空间变得更大了，交通秩
序更加有序了，生活在这里感觉太惬
意了。”市民朱女士啧啧称赞。近年
来，我市在城市建设中，不仅注重拉框
架、夯基础，更加注重强素质、增内涵，
精雕细琢，匠心构筑品质之城，通过精
细化城市管理，让城市建设更有温度，
让美好生活更有质感。

去年，我市开展了城市广告、物
业、交通、环境“四大综合治理提升行
动”，拆除各类大型广告牌匾 1200 余
处，1346 个无物业管理小区实现物
业管理“全覆盖”，生活垃圾分类在全
国 76 个大中城市类别中位列第 28
位。城市大脑升级到 2.0 版，涵盖 9
大板块、132 项高频便民服务事项的

“爱青城”App 上线运行……今年，我
市将启动生活、厨余、污泥、医疗、建
筑“一揽子”垃圾处置项目，提升城市
垃圾处置能力；健全物业管理服务标
准体系，打造优秀本土物业品牌，推
动物业管理从“有没有”向“好不好”
提升；新开通快速公交线路 3 条，合理
配置公交车型，力争实现城郊乡村公
交“全覆盖”。聚焦政务服务、教育、
医疗、养老、文化旅游等领域，打造城
市大脑 3.0 版，让“一网统管”成为城
市智慧化管理新常态。

近年来，我市将“城市管理应该
像绣花一样精细，要靠精治、共治、法
治，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作为
基本原则，从规划引领、品质提升、精
细管理出发，进一步优化城市功能，
深化城市内涵，提升城市品质，让“美
丽青城、草原都市”正从“一处美”走
向“处处美”，从“环境美”走向“生活
美”，从“外在美”走向“内涵美”，展现
出更加独特的风情，绽放出更加夺目
的光彩。

本报讯 行走在和林县大街小巷，映
入眼帘的是亮丽整洁的街道、碧绿青翠
的树木、安全通畅的交通、文明有礼的居
民……随着创城工作的逐步深入，和林

县全民动员、全员参与，文明之风已悄然
浸润居民心中。

虽已进入秋季，和林县仍骄阳似
火，在城镇主要街道上，身着“红马
甲”的文明交通引导志愿者虽已汗
流浃背，但仍坚守在路口，手持文明
出行指挥引导旗，协助交警共同维
护交通秩序。志愿者们对行人和非
机动车闯红灯、过马路不走斑马线
等不文明交通行为进行劝导，并向
过路行人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进一步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
营造文明和谐的交通氛围。

在昭君道社区，志愿者们三五结

伴，带着文明城市创建宣传单和宣传
海报，走进小区活动中心、商铺等进
行宣传，为群众宣讲垃圾分类、文明
出行等知识，动员广大居民积极参与
到全县创城工作中来，形成人人了解
创城、人人支持创城、人人参与创城
的良好局面。此外，还在公园、广场
精心设置公益广告 10 多处，融入城
市景观，让群众在赏心悦目中受到教
育。

为打造美丽宜居的生活环境，县
直机关各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志愿
者开展“除蒿草、清垃圾、创城有我”主
题党日活动。党员干部充分发挥不怕

脏不怕累的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用镰
刀割或者徒手拔，对成片的蒿草进行
清理，并对除草区域的垃圾杂物及公
路两侧的残膜、塑料袋等生活垃圾进
行清理。深入包联社区对楼梯墙面、
电线杆、公共设施“小广告”进行清
理。在清理整治的同时，还进行环境
卫生整治宣传，号召居民都行动起来，
及时制止乱贴、乱画、乱扔等行为，齐
心打造宜居生活环境。党员、干部和
志愿者们不辞辛劳，换来的是不断提
高的居民对创城的知晓率、支持率和
满意度。

（李海珍 王效平）

精细化作业

连日来，玉泉区环卫服务中心在常
规保洁工作的基础上下足“绣花”功夫，
实施“一清洗两普扫、三班倒作业、全天
候保洁”的精细化作业模式。同时进一
步深化、细化公共卫生间保洁水平，对
室内外环境卫生及时消杀保洁，确保公
厕内干净整洁、设施功能齐全，“有水、
有电、有人管、无味、无垢、无积水”，真
正做到方便市民群众。

■本报记者 刘清羽 摄

本报讯（记者 刘沙沙）近日，以打
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墙为载体，
新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文艺
志愿服务队精心绘制宣传画，弘扬中
华传统美德，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
化的认同，积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

走进保合少镇水磨村，展现中华
文化符号和形象的墙体彩绘映入眼
帘，只见文艺志愿者们手拿画笔，聚
精会神地描绘线条、勾勒轮廓、填涂
颜色。经过志愿者的精心雕琢，一幅

幅具有中华文化底蕴的生动作品纷
纷绘就。

一面墙一个载体，一幅画一片风
景。新城区积极推进打造更多各民族
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打
造具有中华文化意蕴的文化文艺产品

“两个打造”工作，经过前期多次可行
性调研以及绘制方案设计修改，最终
选址辖区 10 个乡村的 10 面墙进行绘
制，以打造文化墙为抓手，突出典型宣
传引领，大力弘扬传统美德，引导群众
积极参与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为进一步规
范客运出租汽车市场秩序，压紧压实出
租汽车企业主体责任，市交通运输局行
政执法部门近日组织15家巡游出租汽
车公司召开专题会议，通报了各公司出
租汽车近3个月的违章情况。

通报中，城环、众鑫、明和阳光、首
丰、松源5家出租汽车公司所属出租汽
车在5月至7月，违章车辆台次已达到
公司车辆总数的5%。根据《呼和浩特
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
之规定，出租汽车公司疏于管理，所属
出租汽车3个月内违章车辆台次达到
该公司车辆总数5%的，由道路运输管

理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并处5000元以
上1万元以下罚款。

针对以上情况，市交通运输行政
执法部门将按照法定程序对城环、众
鑫、明和阳光、首丰、松源5家出租汽车
公司进行立案处理。同时，要求所有
巡游出租汽车公司要切实担负起依法
合规经营的主体责任，进一步强化行
业自律意识，主动对照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要求，逐条逐项开展查
纠整改；抓实抓细所属车辆驾驶员的
教育培训和管理工作，采取有效措施
降低投诉率、违章率，为人民群众提供
优质服务。

违章车辆台次达5%

青城5家出租汽车公司被通报

文明旅游 从我做起

为了给广大市民营造优美的环境，赛罕区设立大黑河郊野公园景观管理办公
室，并从城管、交管、环卫等部门抽调人员，在做好辖区日常清扫保洁的同时，加大
巡查力度，严禁沿线景观绿化和景区周边摊点乱摆乱设行为；维护交通秩序，协助
其他部门做好各项工作。图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日常巡查，告知广大市民群众规
范停车。

■本报记者 宋向华 摄

简讯
●近日，托县第四小学红领巾志愿服务队走上街头，向过往群众宣传

交通安全知识。 （苗青 乌力更）

●近日，三顺店社区在体委小区院内召开居民议事协商会，居民代表、
社区、施工方等相关人员共同商议老旧小区改造事宜。 （王中宙）

●连日来，玉泉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开展了集中整治校园周
边非法行医等行动。 （阿柔娜）

●日前，新城区东街办事处东库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了“大
手拉小手 争当垃圾分类小能手”主题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其布日哈斯）

●为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崇尚道德模范、争
当道德模范的新风尚，近日，五塔寺博物馆邀请第七届全区道德模范苗森
开展宣讲活动。 （苗青）

●日前，市医保局依托回民区四合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了以
“弘扬时代新风”为主题的移风易俗志愿宣讲活动。 （王中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