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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市持续推动文明创建向镇村延伸、
向网格深化，
为新一轮创建周期打下坚实基础

中山文明城市创建迈向纵深推进全域文明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文明创建只有起点，没有
终点，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是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永恒的主题。
2018 年是全国文明城市新一轮创建周期的第
一年，我市在过去一年来，不断创新创建思维，在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中坚持全域化、网格化、常态化，将
文明创建工作贯穿在日常工作中，延伸到镇村一级，
延伸到每一个细小网格里。通过一年的创建工作，我
市的城乡环境更美了、公共设施更便利了、民风民俗
更好了、身边好人更多了、全民共建氛围更浓了，为
争取全国文明城市
“六连冠”打下坚实的基础。
2019 年，我市将继续按照《中山市公民文明素
质 和 文 明 城 市 创 建 提 升 行 动 计 划（2018—2020
年）》提出的 27 项主要任务，进一步完善文明创建的
体制机制、推进城乡一体化创建、创新方式方法，打
造文明创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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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区竹苑市场焕然一新，变身成一个充满民
俗文化味的新型
“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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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全域化、网格化、
常态化创建
中 山 从 2002 年 荣 获 全 国 首
芙、
坦洲、
三乡等镇区，
专挑背街小
批文明城市起，已获“五连冠”殊
巷、菜市场等环境黑点，巡查主要
荣。以往，全国文明城市的测评范
看牛皮癣张贴、垃圾堆放、交通秩
围是中心六区+港口、沙溪两镇， 序、文明礼让等现象。多方测评形
对其他乡镇测评的范围基本在镇
成月度报告后，由文明委对连续 3
政府方圆 1 公里之内，进入第六
个月全市排名后三名的镇区主要
个文明城市创建周期起，测评范
领导进行约谈，
还将文明指数测评
围已经真正扩大到全市 24 个镇
情况作为年终镇区绩效考核一项
区，这就要求做到全域化创建，真
重要评价标准，
全市努力形成你追
正延伸到每一个村镇、每一条背
我赶、
创先争优的良好氛围。
街小巷，实现文明创建城乡一体
另一方面，要将工作落实到
化，让更多的中山人感受到文明
村镇每一个角落，还要靠“网格
创建的成果。
化”这个抓手。从 2017 年底开始，
在 2018 年，我市文明创建在
我市探索文明创建网格化工作，
全域化创建上进行了大量的探索
2018 年 8 月 15 日召开全市创文网
和创新。
格化工作现场交流会，目前全市
首先是继续建立健全相应的
各 镇 区 划 分 了 260 多 个 片 区 、
制度机制，努力形成“天天都是创
1270 个网格，组建了片区工作组
文日，时时都在抓创文”的良好局
和网格服务队，大批问题在基层
面。制度具有规范性、强制性，是
一线得到及时解决。文明城市创
管长远的。我市依照《2018 年镇区
建工作走向信息化、资源整合式、
文明指数测评工作方案》，每月开
精细化、日常化管理。
展镇区文明指数测评，涵盖 11 类
在制度化上，2018 年，我市认
考察点 1000 多个重要部位。利用
真落实《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委
第三方测评、市民巡防等措施保
员会 2018 年重点工作安排》，研
证公平、公正、公开。测评还有力
究制定《中山市公民文明素质和
推动各项工作的落实，如 2018 年
文明城市创建提升行动计划
创造性地将镇区重点工作宣传工 （2018—2020 年）》，制定印发《关
作、志愿服务工作纳入测评，大力
于开展文明村镇达标创建工作的
推动了镇区重点报道、志愿服务
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精
的发展。
神文明建设提升乡风文明程度的
今年 1 月 3 日下午，市文明办
实施意见》等文件，我市通过建章
工作人员开始了例行月度暗访测
立制，全域化、网格化、常态化推
评工作，当天先后走访了南区、板
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镇村人居环境大变样
文明城市创建延伸至镇村每个角落
圾 桶 ，聘 请 30 人 左 右 的 保 洁 队
伍，包括 16 名卫生网格员，比原
来保洁队伍减少一半人力，效率
更高了，
环境更好了。
大布村是我市推进镇村人居
环境整治的一个范例，我市各镇
区 2018 年以来大力开展“三清理
三拆除三整治”，取得阶段性成
果。
如民众镇成立了领导小组，
由村（社区居）委会的主要负责人
亲自抓，从卫生整治、环境绿化、
清拆违建等方面整治村容村貌。
港口镇组织党员志愿者挨
家挨户派发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的倡议书：
“ 我们坚信，有了您的
积极参与，我镇水清岸绿、鱼翔
浅底的美丽水乡景色一定能重
现。”倡议书一发，很快居民积极
响应号召，主动清理门前堆放的
杂物树枝。
黄圃镇结合河长制工作开展
人居环境整治，对 8 个村开展了
14 宗河涌清淤工程，进一步优化
水生态环境。同时还查处一起货
车偷倒固体废物案件。
2018 年，我市文明创建坚持
城乡一体化推进，打破原来创建
工作城乡不平衡、不协调、不全面
的问题，通过人居环境等基础设
施的改善，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让
农村更美丽、更宜居。

2018 年 12 月 29 日，益动西区·关爱环卫工人行
动在西区全民公益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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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群众性文明创建

文明创建有抓手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让美丽乡
村成为美丽中国底色的扎实一
步，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
重要任务，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提升广大农民幸福感，促进农
村社会文明和谐的重要保障。
1 月 3 日下午 4 点，记者走进
了三乡镇大布村。村容村貌整洁，
地上几乎不见纸屑，村里 36 个垃
圾池和垃圾房不复存在，家家户
户门口挂着一个蓝色“门前三包”
牌。从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大布
村全面实施“门前三包”、垃圾上
门回收，率先在三乡镇创建环境
卫生现代化管理示范村，仅仅三
天时间，
大布村焕然一新。
2300 多户村民以及辖区内的
商铺、厂企等改变了几十年的丢
垃圾的习惯，不再丢到露天垃圾
池或垃圾房，16 名卫生网格员每
天上门收集垃圾两次以上。同时，
每家每户扫好“门前雪”，自觉参
与美丽乡村的共建。今年 80 岁的
徐康容拍手叫好，他家对面原来
有个垃圾屋，以前总是蚊蝇乱飞、
污水横流，
“如今垃圾房成了宣传
墙，环境变好了，我们也要搞好家
门口的卫生，人人有责。”
据三乡镇大布村党委副书记
何嘉祥介绍，村镇两级投入七八
十万元采购自动化保洁车辆及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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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镇大布村村容村貌整洁，地上几乎不见纸屑。

志愿服务融入文明创建“靠大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广东时强
调指出，要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不断提升人民文明素
养和社会文明程度。在某种程度上
讲，
全民参与是全域创建的前提。
从 2011 年中山率先启动全民
修身行动以来，就将其作为公民道
德建设系统工程持之以恒地深入
开展。2018 年以来，中山发动越来
越多的市民通过志愿服务、爱岗敬

业、助人为乐等各种形式参与到创
文工作中来。
2018 年下半年的一个周六，横
栏镇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主题党
日活动。镇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共计
1500 多名志愿者参加了活动，在西
江边、社区、学校等地方进行清理
垃圾杂物和宣传人居环境整治活
动。2018 年，横栏镇志愿工作呈现
“井喷式”发展，发挥“党建+”的引

领作用，利用“志愿中山”等平台， 上你我志愿同行的理念。
引导广大志愿者积极参与文明城
2018 年以来，我市启动了志愿
镇创建。目前，全镇注册志愿人数
服务阵地“十百千 ”计划，营造了
已达到 24000 多人，组织数达 400 “人人都是志愿者”的良好氛围，中
多个，平均每月活动数达 1000 个以
山现志愿者总数超过 49 万人，已超
上。在 2018 年 7-11 月全市镇区志
过中央文明办对志愿者人数占常
愿服务工作评价中均排名第一名， 住人口数 13%的要求。文明创建由
还通过表彰一批好人和道德模范、 “靠政府”变为“靠大家”，群众行动
五星志愿者等，弘扬文明城镇全民
由“要我做”变为“我要做”，形成全
共建、文明成果人人共享、文明路
民共建共享的文明创建氛围。

大力弘扬时代新风
小榄率先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要大力弘扬时代新风，加强
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实施公民道
德建设工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
治工作，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不断提升人民思想觉悟、
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
明程度。”在 2018 年 8 月 21 日至 22
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018 年 12 月 29 日，小榄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揭牌仪式在小
榄镇全民公益园举行。小榄镇作
为全省 19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试点单位之一，以全域为目
标，将建设中心、所、站三级阵地，
通过联动党政、社区、社会三股力
量，打造理论宣讲、教育服务、文
化服务、科技服务和体育服务五
大平台，深化“创益菊城”全民公
益志愿行动，开展各类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活动，积极探索打通宣
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
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2018 年以来，我市各镇区创
新方式方法，促进镇村文明风尚
的形成。2018 年 11 月 23 日，西区
全民公益园启动西区公益时数银
行项目，志愿者可以凭借公益时
数兑换实物。中山市志愿者联合

小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资料图片）
会秘书长简伟波表示，该项目是
完善全市志愿服务激励机制的一
个探索试点，推动实现全民公益
的文明新风。
文明新风尚也在社区里进行
推广。南区城南社区召开居民代
表大会，最终全票通过居民公约，
从社区秩序、社会组织管理、社区
风尚、邻里关系、婚姻家庭等方面
推动居民自觉遵守公约，争做文
明居民，
共建幸福和谐社区。
石岐区民生社区通过与专业社
工机构开展服务，
孵化各类草根团
体，
开展 430 课堂活动、
“最美家庭”
评选、
爱心服务集市等，
营造了友爱
互助的社区氛围，
获得了 2018 年全

国优秀社区工作法的表彰。
“厕所革命”，要求各医疗机构合
2018 年以来，我市还持续深
理规划男女厕所比例、无障碍厕
化“文明交通、文明餐桌、文明旅
所数量，科学配备足够数量的保
游、网络文明、文明公厕”五大文
洁人员，确保医疗机构厕所及时
明 引 导 行 为 。文 明 交 通 方 面 ，自
清扫和消毒等。
2014 年 开 展“ 行 车 礼 让 行 人 ”活
据不完全统计，在加强核心
动，先后奖励了上千名文明司机， 价值观、推动文明风尚形成、推进
目前在中山礼让行人已经成为了
公民道德建设方面，我市 2018 年
各单位、各镇区共布置相关宣传
常态；文明旅游方面，2018 年举办
了中山市促进文明旅游系列活
标语超过 2 万处，设置广告牌、张
动，通过慢跑、慢走、签名、晒朋友
贴宣传画 9.6 万处，大力加强诚信
圈、微信点赞等丰富多样的形式， 制度化建设，125 家企业获评“中
向市民发出“文明旅游倡议”，同
山市诚信经营示范单位”，105 家
时普及“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
获评“连续三年诚信经营示范单
行为指南”等；文明厕所方面，市
位”，59 家获评“连续五年诚信经
卫计部门实施中山市医疗机构
营示范单位”。

以道德模范引领
形成全社会尊重好人学习好人的氛围

中山市（2018）慈善万人行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方阵。
在 2018 年我市第三季度的身
边好人名单中，大涌镇一名普通
的环卫工人吴登水登上了“好人
榜”。2018 年 12 月 27 日下午，吴登
水在大涌镇举行的专场分享会
上，讲述自己工作的 28 年中，仅回
了老家 4 次，说起对家里人的亏
欠，他一度言语哽咽。为了维护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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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街的整洁，水哥自己出钱买泡
沫箱，送给店家存放垃圾，让街道
更洁净。
在 2018 年 8 月 22 日晚，2018
年上半年中山市道德模范和身边
好人现场交流会上，35 岁的“白衣
天使”韩萍对自己在公交车上出
手救人的做法，谈道：
“ 用急救知

识助人是每一个医者都会做的。” “三个理念”，即“爱上它”、
“ 参与
63 岁的“万卷楼”主人孙永锋和妻
它”、
“ 享受它”，这个理念也可应
子办公益图书馆吸引 4000 多人次
用到每一个创文参与者中。在他
前来阅读；一名普通女性 26 年如
看来，文明创建工作是一项惠民
一日悉心照料丈夫家有精神疾病
利民的工作，广大的创文参与者
的二哥……这样的故事，在我市
要“爱上它”，才能做到创建有方；
不断涌现。
“参与它”，这项工作包罗万象，要
从 2010 年开始，我市持续常
从单打独斗到全能冠军，引导广
态化开展“身边好人”推荐评议活
大市民参与文明创建；
“享受它”，
动，2018 年以来我市有 3 人被评为
通过一项项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广东好人”，46 人被评为“中山好
城市变得更宜居、更美丽，周围的
人”，2 个家庭被全国妇联评为全
市民更友善、更文明，每一位创建
国“ 最美家庭 ”。目前，全市共有
者、参与者也会感到幸福。
“中国好人”39 人、
“ 广东好人”38
近期，我市以良好状态接受
人、
“ 中山好人”410 人。通过举办
了省文明办组织的年度文明城市
道德模范、身边好人、身边好员工
测评。2019 年，我市将坚持城乡一
分享交流等活动，形成学好人、做
体、全域推进工作思路，深入实施
好人的浓厚氛围。
文明城市提升工程，持续推动文
在开展文明创建工作过程
明创建向基层深化、向镇村延伸，
中，也离不开创文工作人员的努
让城市更和谐、更有序、更有人情
力。我市文明办一名工作人员在
味，让农村更美丽、更宜居、更留
受邀分享中山创文经验时总结了
得住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