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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热点 T05

全民总动员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

“双创”
多管齐下 治理“长跑”
不懈
本期热点
“双创”在路上

回应百姓
拆除违章建筑

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和国家卫生城
市，对于提升城市品
位，改善市民生活环
境，促进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和作
用，这是两张含金量
很高的城市“名片”。
在“双创”工作中，多
个街道社区担当作
为，让城市变得更加
美丽。

统筹谋划 汇聚志愿力量
今年是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
文明城区评选表彰的收官、决战决
胜之年。为打赢创文冲刺攻坚战，
王
顶堤街多次召开创文工作部署会、
创文攻坚调度会，对社区存在的重
点难点问题进行分析研判，全力开
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
该街道借助社区宣传栏、
LED
屏、
社区小喇叭等载体，对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诚信
建设、厉行节约等内容进行大力宣

传。新增 600 余处公益广告，修补
更换宣传画面 400 余处，切实做好
公益广告艺术化提升。为了加强对
菜市场及周边社区的管理，加大对
占道经营、
乱扔垃圾、滞留垃圾的管
理力度，王顶堤街做好商家和居民
的宣传和协调工作，保证菜市场周
边道路畅通。
自 7 月份开始，王顶堤街全体
干部、社区工作者、物业人员、社区
在职党员志愿者放弃周末休息 时

间，全身心投入到社区创建工作中
去，
共计擦拭宣传栏 300 余块，
清除
小广告 1000 余处，清理废旧海报
2000 余处，清理楼道堆物 230 余
处，
清扫社区甬道 100 余处，
擦拭垃
圾桶 513 个，
摆放共享单车 2000 余
辆，
入户发放市民手册、王顶堤街致
居民的一封信 20000 余份，发放公
勺公筷 9000 余份，
居民们纷纷为社
区工作点赞，对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建设的知晓率和满意率稳步提升。

入户宣传 干部带头清整
为坚决打好打赢创文创卫攻坚
战，红桥区西沽街道运河西社区不
等不靠、快速行动联合包保单位深
入辖区，
广泛开展入户宣传、走访民
情、清理楼道等工作，全面吹响“双
创”
迎检的冲刺号角。
日前，红桥区民政局成立的社
区包保干部小组，汇同“创文创卫”
志愿服务队，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
入户发放双创宣传资料、与社区居
民面对面讲解“双创”工作内容和要

求。同时，
对社区内 29 个楼门开展
“楼道革命”
，清理楼道内小广告，擦
拭报箱、
对讲门和楼梯扶手，共清理
出堆物 3 车。清整过程中，
相关领导
还对社区内两个无物业小区的管理
提出建议，
并当场联系物业公司，为
下一步物业引进工作奠定基础。
同样在西沽街道，燕宇社区的
网格员在巡查中发现，部分社区居
民将自行车停放在楼道内，不仅影
响出行，同时还存在一 定 安 全隐

患。为了进一步清整楼道环境，畅
通消防通道，社区网格员联合物业
人员共同开展了楼道清整工作，引
导居民将自行车集中存 放在 指 定
地点。
经过耐心工作，工作人员利用
一个下午的时间清理了 12 个楼门，
百余辆自行车。看到有序摆放的车
辆和改善后的社区环境，居民们纷
纷表示，
今后将全力配合社区工作，
自觉将车辆摆放整齐。

动员清整 高标准严要求
“创文创卫”
的过程，
也是为民谋
福祉的过程。9 月 5 日，
和平区南市
街道党工委书记带队，
南市街道全体
机关干部、
社区工作人员、
志愿者、
保
洁员以及区包联干部总计 200 余人，
继续利用周末时间，
开展社区清整活
动。根据清整前制定的环境卫生清整
任务分工表，工作人员被分成六组，
清理工作很快有序开展。领导率先垂
范，
大家齐心协力，
共同发扬不怕苦、
不怕脏的精神，勇于担当，合力清理

“顽固”
垃圾和卫生死角。对社区院内
的白色垃圾、绿化带中的宠物粪便、
烟头以及落叶和楼道内的堆物也进
行集中清理。同时，
社区工作人员及
团员志愿者还不忘向来往的居民群
众普及“双创”的相关知识及宣传口
号，
号召更多居民从自身做起，
支持、
参与到
“双创”
中来。
“街道干部带头干，连周末都休
息不了，
百姓都看在眼里，看着社区
一天天变得更干净治理得更好，
我们

才是
‘双创’
的受益人。”
家住怀远里
小区的居民王阿姨说，
如果做不到当
志愿者去社区义务劳动，
做到自己家
门口不堆物、
不乱扔垃圾、
文明出行，
也是一种支持。本次清整活动共计清
理卫生死角 40 余处，清捡路面垃圾
40 处，清理堆物、垃圾约 8 吨，不仅
提升了社区环境卫生质量，
提高了社
区居民维护公共环境卫生的意识，
也
进一步提高了社区居民对“双创”
的
支持度、
参与度和知晓率。

违章建筑是影响城市形象
的“顽疾”
，是居民群众反映比
较强烈的问题，也是双创工作
中的一大难点。双创工作开展
以来，红桥区丁字沽街在拆除
违章建筑工作上不断用力、持
续发力，切实解决群众长期反
映的突出问题、城市管理的重
点问题、
“双创”工作的难点问
题。日前，
丁字沽街综合执法大
队上下合力攻坚，对飞岳楼小
区前的超市违建进行拆除，共
计拆除 52 平方米。
据了解，该超市违建位于
飞岳楼小区门前，因违建面积
大，
小区门外马路窄，造成居民
出入小区都会存在视线盲区，
极易发生事故，存在重大安全
隐患，飞岳楼小区居民多次通
过投诉、信访等渠道反映该处
违建。为了还小区居民一个舒
适安全的居住环境，
8 月 27
日，丁字沽街综合执法大队上
下合力对该违建进行拆除。
为确保拆违工作顺利开
展，丁字沽街综合执法大队针
对该违建事先制定了拆违方
案。在拆违过程中，
执法队员和
拆违 工 人 用 专 业 工 具 开 展 作
业，
拆违后及时清运垃圾，保障
拆违安全规范、高效有序，仅用
半天时间就完成了拆除及清运
工作。
控违拆违是谋城市发展之
需、
创建国家卫生城区之要。丁
字沽街综合执法大队紧扣当下
社区拆违重点工作，将柔性执
法与依法执法有机结合，以沟
通为主，
让违建户了解政策、消
除疑惑、
接受拆除，对于部分不
配合拆除违建相对人，召开专
题议事协商会议，与违建相对
人面对面沟通，全面了解群众
诉求，争取达到维护群众利益
与拆除违法建设双赢的局面。
据了解，
8 月间丁字沽街共计
拆除东大楼社区违建等 25 处
412 平方米，努力为居民打造
高品质、
无违建的宜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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