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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雅萍 文明

本报讯 5 月 10 日，我市召开争创
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推进会，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
和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统一思想、凝
聚共识，分析形势、振奋精神，再动员
再部署、再鼓劲再加压，激励全市上下
全力以赴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为
谱写“强富美高”新常州现代化建设新
篇章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提供良好社
会环境。市委书记陈金虎出席会议并
讲话，市长盛蕾主持会议。

陈金虎指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是全国文明城市的“升级版”，是“桂冠
上的明珠”，是从“文明高地”向“文明
高峰”的全面跃升。全市上下要深刻
认识到，争创文明典范城市是推动现
代化建设走在前列的重要实践，是提
高城市治理水平和能力的有效途径，
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民生工
程，是塑造城市精神品格的重要载
体。连续十多年的文明城市创建，让
常州创出了“抓在日常、管在平常”的
工作常态，创出了“颜值焕新、气质升
华”的内外兼修，创出了“创建促发展、
发展带创建”的同频共振，创出了“文
明有我、文明在我”的浓厚氛围，也进
一步增强了我们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
市的信心和决心。

陈金虎强调，争创全国文明典范
城市，市委、市政府决心已定，出征的
战鼓已响。我们既要有“战则必胜”的
决胜信心，也要有“归零出发”的沉着
冷静，全力以赴锻长板、扬优势，补短
板、强弱项，找准支撑点和突破口，以
点滴“量变”实现从“文明城市”到“文
明典范城市”的迭代升级。

陈金虎强调，争创全国文明典范
城市，要牢牢把握“信仰坚定、崇德向
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
定位，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服务改革
发展大局、彰显精神文明底色、践行为
民利民宗旨等方面下功夫。

要强化思想引领，在举旗铸魂上
争创典范。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
政治任务，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持续深化“四史”宣传教育，打响“常州
三杰”等红色文化品牌。要以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主线，充分展示
龙城大地的新探索新实践新成就，凝
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
精神力量。

要提升城市品质，在和谐宜居上
争创典范。要把“全生命周期健康管
理”理念贯穿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全过程和各环节。城市规划建设要内
外兼修，遵循现代城市发展规律，做到
科学“留白”，还给市民赏心悦目的市
容市貌和城市天空。高起点建设“两
湖”创新区，统筹推进高铁新城建设，
加快老城厢复兴。科学务实推进碳达
峰碳中和，下大力气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守护好蓝天、碧水、净土，让绿色
成为城市鲜明底色。

要下绣花功夫，在精细管理上争
创典范。打造社区“文明圈”，深化文
明楼道建设专项行动。整合资源，建
好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重点围
绕“一老一小”，开展好“学雷锋”志愿
服务。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持
续倡导移风易俗，大力推动基础设施

向农村延伸，深化农村人居环境专项
整治。编织“上下贯通、条块结合、纵
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治理网络，有效
破解停车难、交通拥堵、物业管理不到
位等问题，深化“大数据+网格化+铁
脚板”治理机制，让城市变得更聪明、
更智慧。

要注重以文化人，在发展先进文
化上争创典范。充分发掘城市底蕴，
扎实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和长江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实现整体保护与有机更
新、特色塑造与品质提升、业态转型与
文化繁荣有机统一。推进文化产业转
型升级，加大旅游重点项目投入，促进

“文化制造”向“文化创造”转变。进一
步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提升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加强诚信
建设，扎实推进智慧信用平台建设。
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文艺精
品生产，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让

“崇德向善”在龙城大地蔚然成风。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促进共

建共享上争创典范。既要对准“国
标”，更要对齐“民标”，聚焦群众急难
愁盼，将文明创建与补齐民生短板、办
好民生实事紧密结合起来，打造六张

“常有”民生名片。要加强文明创建舆
论宣传，引导市民从文明交通、文明言
行、文明餐桌等最基本最细微之处做
起，完善市民参与的表达、监督、反馈
机制，形成全民参与、全程联动、全域
同创的生动局面。

陈金虎强调，创建全国文明典范
城市，没有旁观者，也没有局外人。全
市上下要坚持“一盘棋”作战、“一竿
子”到底，强化统筹协调、督查考核，坚
持制度化保障，实施清单化管理，严格
标准化落实，推动形成工作闭环，不折
不扣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就贯彻好会议精神，盛蕾要求，要
以奋力拼搏的姿态投入创建，快马加
鞭、鼓足干劲，系统发力、综合施策，不
创则已、创则必成，传承“创”的激情、

“创”的力量，以“精严细实”的工作作
风和态度抓好创建工作。要以攻坚克
难的毅力推动创建，全面梳理当前创
建工作中的短板弱项，围绕与群众生
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重点领域，以更大
决心、更强力度、更实举措攻坚克难。
要以众志成城的担当保障创建，强化
协同意识，压实责任链条，建立一级抓
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体系，以及长
效的领导机制、督查机制、共建机制、
管理机制。

会议对 2019-2021 年度常州市
文明单位（标兵）、文明窗口（行业）、文
明村镇进行了表彰。金坛区、天宁区、
市文明办、市城管局、市农业农村局负
责人在会上作交流发言。

按照《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标
准要求，市建设文明城市指挥部确定
了 11 项年度攻坚行动项目。会上，11
个攻坚项目牵头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
向陈金虎递交责任书。

会议采取电视电话会议的形式召
开，各辖市区和常州经开区设分会场。

市领导梁一波、杭勇、狄志强、徐
华勤、蒋鹏举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再动员 再部署 再鼓劲 再加压

我市召开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推进会

■朱雅萍 文明

本报讯 今年是本轮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第二
年，也是争创文明典范城
市筑基赋能、提质增效的
关键之年。按照《全国文
明城市测评体系》标准要
求，市建设文明城市指挥
部确定了 11 项年度攻坚
行动项目，分别由相关市
领导领衔，以“条”为主，

“条块”结合，加快推进解
决一批重点难点问题。

这 11 个行动项目分
别为：公益广告提升行动、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提
升行动、主次干道管理提
升行动、非机动车治理提
升行动、居民小区治理提
升行动、空中线缆治理提
升行动、集贸市场及周边
环境治理提升行动、不文
明养宠治理提升行动、村

镇环境治理提升行动、校
园周边环境治理提升行
动、公共场所禁烟治理提
升行动。以 11 个专项行
动为切入点，我市将不断
提升文明城市创建常态长
效水平，不断提升市民获
得感、幸福感。

各年度攻坚行动项目
均对工作任务进行了细化
分解，如居民小区治理提
升行动要求，小区环境整
洁，无垃圾乱扔和乱张贴
乱涂写乱刻画、无公共绿
化带损坏或占用、无车辆
乱停放等现象；疏堵结合
整治乱张贴，同时开辟便
民服务广告栏，引导开锁、
疏通、家政等服务供应商
有序张贴便民广告；单元
楼道整洁，无楼道堆物、墙
面污损、玻璃破损或照明
灯损，无私拉乱接、飞线充
电、电动车上楼充电现象；
消防器材标识明显，检查

维护及时，消防通道没有
被占用。

据了解，重点攻坚行
动分为 4 个阶段，除前期
准备阶段，当前到 8 月 31
日为集中攻坚阶段。市
文明委牵头建立联席会
商制度，通过月度调度指
挥，全力推动各项目落细
落实。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为督查评估阶段，指挥部
组建督查组，采取自行督
查、联合督查和随机抽查
等方式，定期对项目进展
情况开展监督检查，面向
社会发布创建工作“红黑
榜”，并组织项目完成情况
评估，结果纳入年度考评
考核。10 月 1 日到年底
为巩固提升阶段，对项目
实施过程中好的经验做法
及成效进行全市宣传推
广，将各项有效措施纳入
长效机制。

我市将实施11项年度攻坚行动项目

■朱雅萍 文明

本报讯 近期，市建设
文明城市指挥部下发了

《常州市文明城市建设与
城市长效综合管理、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融合考核工
作方案（试行）》（以下简称

《方案》），创新性推进三标
融合考核工作，以此减少
重复考核、减轻基层负担、
增强工作合力，全面提升
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水
平。

《方案》根据“指标就
高、范围就宽、对象就广”
的原则，整合市提升文明
城市测评、城市长效综合
管理测评、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项季度考核内容，
按照每季度“重复指标只
测一次、扣分要素共同运
用、测评结果各自形成，考
核点评分头实施”的办法
进行，抬高标准、提升效
率、增强合力，高质量推进

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
作水平。在此基础上，逐
步实现“一个测评体系、一
个测评标准、一支测评队
伍、一个测评结果、一个结
果运用”的考评模式。

融合测评工作实行常
态化运作，由市建设文明
城市指挥部办公室组织牵
头，市文明办、城管局、农
业农村局根据融合要求具
体实施考核。

《方案》规定，文明城
市建设与城市长效综合
管理合并内容包括主次
干道、商业大街、背街小
巷等 15 类点位的 239 个
指标，考核范围是各辖市

（区）、常州经开区建成区
范围以及建成区外的乡
镇。文明城市建设与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合并内
容为涉及建制村的 15 个
指标，考核范围是建成区
外的行政村。

在考核结果运用上，
《方案》试行一体考核、分类

运用、信息互通。一体考核
即将融合指标分别纳入城
市长效管理、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测评体系，测评结果计
入城市长效管理、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综合得分。分类
运用即市城管部门、农业农
村部门将融合指标扣分情
况移交市建指办，市建指办
据此计算各责任单位相关
融合指标得分率，计入文明
城市季度测评得分。信息
互通即市文明办、城管局、
农业农村局发现暂未列入
融合考评指标的相关问题，
及时整理通报，提升整体工
作水平。

为此，市文明办、城管
局、农村农业局将建立考
评融合定期沟通机制，实
现信息互通互享，不断促
进常态长效机制健全，把
工作落实在平时，问题整
改在平时，把问题整改与
改善民生、保障民生、重视
民生结合起来，提高人民
群众幸福感。

文明城市建设、城市长效综合管理、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考核出新招

以三标融合促“两减一增”

聚焦民心民意民生 突破重点难点堵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