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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明城市” 是闪闪发光的“金牌” ，更是反映城市文明程度的品牌。

在这暖暖的初冬，贵阳第四次荣膺“全国文明城市” 称号，我们这座城市因此魅力倍增。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过程，是一项实实在在

的、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惠民工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创建，永无止境。

新的起点，贵阳将不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进一步推动文明城市巩固提升工作常态

化、制度化、规范化，加快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着力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城市文明

程度、城市文化品位、群众生活质量，努力建设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文明城市。

文明，永不停歇的幸福接力。 从新的起点出发，奔跑吧，文明贵阳……

文明贵阳 永不止步

———贵阳市各区（市、县）持续推进创文常态化工作

云岩区将以常态化长效化管理

为着力点，精细化塑造文明云岩新形

象，擦亮城市“金字招牌” 。

具体工作中，该区将以文明城市

工作“力度不减、效果不降” 为目标，

以“门前三包” 管理奖惩常态化、多

部门联合执法常态化、“三感社区”

创建常态化等 10 个方面的常态化工

作为重点，确保全面扎实推进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常态化。

以 “三感社区” 创建常态化为

例，该区拟将“三感社区” 创建扩大

到全区范围，通过“街道牵头、部门报

到” 工作机制，引入“财政集资 + 平

台融资 + 社会助资” 形式，加大资金

投入，对小区院落、楼栋路面进行修

缮维护，实现“9+2” 便民生活服务

圈，进一步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此外，该区还将以宣传发动

为抓手， 不断加强社会宣传阵地建

设；同时，以巩固示范为引领，深化文

明村镇创建、文明单位创建、文明家

庭创建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秋月）

云岩区———

精细化管理塑造文明新形象

为持续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创

建，清镇市对照标准找差距，要求

全市各单位按照贵阳市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的标准要求，对照地级文

明城市指标，查找自身差距，提出

需要解决的具体事项。 目前，该市

文明办已完成全面梳理汇总，审议

通过后行文实施。

聚 焦 百 姓 关 心 的 热 点 问 题 ，

该市各乡（镇、街道）、各网格包

保单位以网格为单位充分发动居

民群众、干部职工积极参与 ，集中

力量对背街小巷 、城郊结合部、城

中村的环境卫生进行 集中 整治 ；

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牵头， 督促

沿街店面开展店面 清 洁活 动等 ；

各单位、 各居民小区全面开展卫

生整治 ，消除卫生死角 ，不断美化

环境 。

针对重点环节 ， 开展重点整

治 ，通过开展市容秩序管控 、行业

监管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和良

好的社会秩序，不断满足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让市民的幸福感再

多一些。

此外 ， 该市还将加大宣传力

度，推出一批形式新颖 、活泼生动

的宣传产品 ，不断激发市民群众参

与文明城市创建的热情。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春明）

清镇市———

对照指标找差距再完善促提升

开阳县着力在构建长效机制上

下功夫，根据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三年

一（复）评的要求，拟定持续创建方

案，强化责任，全力实施，并通过完善

考核机制，加大督查力度，切实增强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

同时， 该县利用创建文明单位、

文明乡（镇）、文明村、文明家庭、文

明校园、选树典型等多种载体开展创

建文明城市的全方位宣传活动，不断

加强市民文明行为教育及学生的文

明行为养成教育， 以强化宣传教育、

提高市民素质为重点，打牢文明创建

的基础。 针对县城不断扩大和人口不

断增多的实际，继续加大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和管理的投入，全力提高市民

宜居环境质量。

此外，结合“文明在行动·满意在

贵州” 活动，该县还将针对在脏、乱、

差治理工作中易反弹的问题，重点对

农贸市场、“门前三包” 和公厕管理、

道路交通秩序、 门头牌匾及户外广

告、旅游市场秩序等方面，开展系列

专项整治和集中整治行动，以踏石留

印、抓铁有痕的精神全力抓好省级文

明城市巩固提升工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春明）

开阳县———

强化素质提升打牢文明创建基础

息烽县将加强网格管理，对市政

设施、交通秩序、环境卫生、文明行为

等实施动态监测，发现问题及时采取

整改措施，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建设成

果。

工作中，该县将持续完善设施建

设，加快完善县城主次干道市政设施

建设和日常维护管理。 对主干道以外

的道路按照应划尽划、分时段停车的

原则科学规划停车线。 加快完善未开

通的地下停车场的功能布局，在实行

对外开放的同时，引进智慧停车管理

企业，建设智慧停车管理设施，进一

步规范停车秩序， 解决停车难的问

题。 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对老旧

小区进行综合整治提升，破解管理短

板和瓶颈。 坚持环境卫生常抓不懈，

营造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

同时， 加大宣传氛围营造力度，

督促落实“门前三包” 责任制，规范

设置临时占道摊区并加强日常管理。

加大对居民小区楼道内乱贴野广告、

乱堆乱放等问题的整治力度。 加强对

志愿者的培训，继续开展文明引导劝

导活动，及时劝阻、制止不文明行为。

持续开展文明志愿服务活动，有效提

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乡文明程度。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詹燕）

息烽县———

持续完善设施建设加强日常管理

观山湖区将结合实际， 坚持抓

好三项工作， 巩固提升文明城市的

创建成果。

牢固树立文明城市巩固提升常

态化的意识， 进一步加强文明城市

长效管理，坚持为民惠民导向，建立

好、落实好长效工作机制，切实以树

品牌、争一流的干劲，推动文明城市

建设加快步入制度化、常态化、规范

化轨道。

确保文明城市巩固提升常态

化责任真正落到实处。在具体工作

中， 区文明办将切实承担总牵头、

总负责的职能作用 ， 抓好常规督

查 、考核 ，同时在专项整治 、问题

协调 、机制完善 、统筹力量等方面

冲在前 、负起责 、挑起担 ； 各责任

单位延续文明城市整改攻坚工作

势头，持续开展专项整治 ，切实抓

好基础设施完善 、 社区小区管理、

交通秩序规范、市容市貌改善等重

点工作；各镇（街道）切实履行属

地职责 ， 做到守土有责 、 守土尽

责。

与此同时 ， 系统梳理存在问

题 ，加大攻坚突破力度，制定专项

行动工作方案， 立足解决问题 ，拿

出实际行动，确保各项工作尽快取

得成效。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帅弋）

观山湖区———

文明创建坚持为民惠民导向

花溪区将以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成果为目标，切实提高群众参

与度，着力抓好城市环境、交通秩序、

市民素质、文明引导等常态长效管理

工作， 努力在全区形成共建共享、常

态长效的文明创建新格局。

具体工作中， 该区出台了一系列

措施，深化创建活动，推动创建工作

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专门成立了

区级全国文明城市巩固提升工作常

态长效领导小组，指导协调、监督检

查各乡（镇、街道）、区直各部门贯彻

执行文明城市巩固提升工作常态化

的决策部署。 根据区委主要领导批示

意见，区督查督办局、各督查组经常

进行不定期抽查，结果纳入相关责任

单位年终评先评优。 目前，常态化工

作已经持续两月。

在城市环境常态长效管理上，该

区将把长期没有物管、保洁的老旧小

区以及未移交的区域道路纳入城区

一体化保障范围；在加强交通秩序整

治方面，科学规划停车线，推进智能

交通引导； 在点位常态长效管理方

面， 加大背街小巷基础设施建设，对

路面破损等问题及时发现、 及时解

决。

（郑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詹燕）

南明区将把全国文明城市巩固

提升常态化工作放到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上来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剖

析问题成因、落实整改措施、建立长

效机制， 确保各项创建工作落地落

实、常态推动、长效保持。

工作中， 该区将进一步提高思

想认识、压实工作责任，站在树立省

市窗口形象、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增

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高度， 坚决把

常态化管理责任担起来， 把长效化

工作抓到位； 以久久为功的意志和

精神， 聚焦 “门前三包” 、 卫生保

洁、 摊区规范、 垃圾分类、 车辆停

放、文明养犬等方面，严格落实常态

化管理、着力实施精细化管理、重点

加强网格化管理，构筑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的管理格局， 确保文明城市

常态长效管理无盲区、无漏点、全覆

盖。

同时， 进一步加强监督曝光力

度、宣传教育力度，着力营造共建共

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进一步完善督查

指挥机制、决策推进机制、监督考核

机制，建立曝光台账、问题清单、整改

清单，以督促改，以改促优，确保各项

常态长效管理工作得到有效落实。

（袁娟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冉婷林）

南明区———

把常态化管理责任担起来

白云区将从五个方面下功夫，以

“全周期理念” 持续改善城市管理，

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重基础补短板” 方面，将进一

步健全完善交通设施，加大市政设施

管护力度，抓好社区、小区的管理服

务，扩大公共安全设施覆盖面，深化

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重管理抓精细” 方面，将加大

对背街小巷等卫生死角的整治，结

合落实“门前三包” 责任制加大日

常巡查监管力度， 突出整治车辆乱

停乱放、行人乱穿乱行等突出问题。

同时，在绿化养护、游园秩序等方面

切实提升公园管理水平和服务质

量。

“重素质育新人” 方面，将持续

在全区各社区、学校、窗口单位等公

共场所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

续深入开展志愿服务、道德实践等活

动。

“重品质强功能” 方面，将从推

动城市更新、完善城市功能、推进城

市治理等方面着手，努力营造宜居宜

业宜游良好环境。

“重氛围强宣传” 方面，利用多

种媒体平台，全方面开展文明城市创

建宣传， 进一步提高创文工作知晓

率、支持率和参与率。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白云区———

以全周期理念持续改善管理

修文县常抓不懈、 久久为功，多

措并举做好文明创建各项工作。 今年

以来，该县高度重视，认真落实“文明

城市整改攻坚” 及“文明在行动·满

意在贵州” 各项工作，建立健全文明

城市巩固提升工作管理机制；充分发

挥考核评价的导向、 监督和激励作

用；深入开展文明城市、文明单位、文

明村镇、 文明家庭和文明校园 “五

大” 创建活动，着力打造“王学圣地

秀美修文” 的城市品牌，提升修文城

市形象。

下一步，该县将持续开展文明城

市整改攻坚工作，继续巩固文明城市

创建成果。 夯实基础设施建设，强化

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不断提升城市

管理水平；强化宣传教育，积极营造

文明城市氛围；深化“文明在行动·满

意在贵州” 活动，以“六心” 行动为引

领， 深化 “食之放心”“住之安心”

“行之顺心”“游之舒心”“购之称

心”“娱之开心” 行动，全面提升全域

服务质量；开展每月量化考评严格奖

惩，积极推动城乡文明城市常态化管

理； 以修文县电视台 《镜头对准死

角》专栏为推手，发挥媒体问政作用，

推进问题整改落实。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许发顺）

修文县———

充分发挥考核评价的导向作用

南明区———

把常态化管理责任担起来

白云区———

以全周期理念持续改善管理

修文县———

充分发挥考核评价的导向作用

高新区将继续推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机关、进

企业、进工地、进学校、进空间；广泛

运用微信、微博、微视频等新媒体拓

展网上传播平台；大力倡导文明礼仪

礼节、绿色生活方式、勤劳节俭之风。

继续提升基础设施条件，加快完善主

次干道市政设施和日常维护管理，加

快背街小巷综合整治，并对今年 8 月

30 日已完成提升的 3 条背街小巷建

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持续抓好麦架

河流域污染治理。

同时，不断优化市容秩序，加强

市容环境治理； 不断提升交通文明，

科学施划停车位， 整治车辆乱停乱

放，深入开展“三车” 治理，深化礼让

斑马线行动， 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

平。 不断深化志愿服务，做好新时代

文明实践基地建设，加强志愿服务站

点队伍建设，深化“绿丝带” 志愿服

务活动。

为确保长效管理效果，该区将通

过定期调度、督查考核和融媒问政等

方式，对存在工作执行不力、问题反

弹严重、群众反映强烈、虚假整改的

失职失责部门（单位）及责任人，依

据相关规定进行严格问责。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丹丹）

高新区———

建立健全背街小巷长效管理机制

高新区将继续推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机关、进

企业、进工地、进学校、进空间；广泛

运用微信、微博、微视频等新媒体拓

展网上传播平台；大力倡导文明礼仪

礼节、绿色生活方式、勤劳节俭之风。

继续提升基础设施条件，加快完善主

次干道市政设施和日常维护管理，加

快背街小巷综合整治，并对今年 8 月

30 日已完成提升的 3 条背街小巷建

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持续抓好麦架

河流域污染治理。

同时，不断优化市容秩序，加强

市容环境治理； 不断提升交通文明，

科学施划停车位， 整治车辆乱停乱

放，深入开展“三车” 治理，深化礼让

斑马线行动， 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

平。 不断深化志愿服务，做好新时代

文明实践基地建设，加强志愿服务站

点队伍建设，深化“绿丝带” 志愿服

务活动。

为确保长效管理效果，该区将通

过定期调度、督查考核和融媒问政等

方式，对存在工作执行不力、问题反

弹严重、群众反映强烈、虚假整改的

失职失责部门（单位）及责任人，依

据相关规定进行严格问责。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丹丹）

高新区———

建立健全背街小巷长效管理机制

花溪区———

努力形成共建共享新格局

花溪区———

努力形成共建共享新格局

观山湖区———

文明创建坚持为民惠民导向

息烽县———

持续完善设施建设加强日常管理

为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

整改攻坚成果， 经开区制定了推动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常态化工作方

案， 成立了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常态

化工作领导小组， 将依照全国文明

城市测评体系标准，以“防反弹、保

常态、 促提升” 为工作重点， 结合

“三感社区” 打造，完善硬件设施 ，

补齐短板弱项， 推动城市管理工作

常态化、长效化。

该区将重点实施市民素质提升、

文明交通、基础设施等工程，从环境

卫生、交通秩序、占道经营等方面，全

面做好常态化管理工作。 其中，重点

抓好点位创建工作，紧紧围绕社区及

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主次干道、

乡镇等 11 类 45 个点位，压紧压实点

位长责任，全面做好点位周边环境整

治。

同时， 将利用街道综合文化站、

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利用高杆、

道旗、商场 LED 大屏、电梯广告等载

体，在全区营造讲文明树新风良好氛

围。 通过系列举措，真正解决群众期

盼， 给群众带来切切实实的实惠、福

祉，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菊）

经开区———

打造“三感社区” 巩固创文成果

经开区———

打造“三感社区” 巩固创文成果

云岩区———

精细化管理塑造文明新形象

乌当区将在精细化上下功夫 ，

在常态化上做文章 ，以更坚定的信

心、更昂扬的斗志、更踏实的作风 、

更有效的举措 ， 围绕核心价值引

领、基础设施提质 、市容秩序治理

等 “十大工程 ” 开展常态长效工

作，持续巩固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具体而言， 该区将把文明城市

常态长效工作纳入目标管理， 进行

日常考核和年终考核， 推进日常管

理、监督和整改一体化；增强问题导

向，对反弹突出的卫生保洁、交通秩

序等问题进行着重整治， 各相关部

门形成联动机制，各司其职、互相配

合、形成合力，增强整治力度，制定

日常管理常态长效工作机制。

同时 ， 不断规范市民文明行

为，通过正面宣传、曝光市民不文

明行为、 违规警示宣传教育等方

式，使其不愿违 ；规范市场主体行

为，强化联合执法，解决无执法权、

管理乏力等问题， 使其不能违 ；处

罚不文明行为，提高市民遵规守法

意识，使其不敢违，积极营造有序 、

文明、和谐的良好氛围，为推动建

设“美丽乌当·花园之城” 凝聚磅

礴力量。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荣）

乌当区———

精耕细作营造文明和谐氛围

乌当区将在精细化上下功夫 ，

在常态化上做文章 ，以更坚定的信

心、更昂扬的斗志、更踏实的作风 、

更有效的举措 ， 围绕核心价值引

领、基础设施提质 、市容秩序治理

等 “十大工程 ” 开展常态长效工

作，持续巩固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具体而言， 该区将把文明城市

常态长效工作纳入目标管理， 进行

日常考核和年终考核， 推进日常管

理、监督和整改一体化；增强问题导

向，对反弹突出的卫生保洁、交通秩

序等问题进行着重整治， 各相关部

门形成联动机制，各司其职、互相配

合、形成合力，增强整治力度，制定

日常管理常态长效工作机制。

同时 ， 不断规范市民文明行

为，通过正面宣传、曝光市民不文

明行为、 违规警示宣传教育等方

式，使其不愿违 ；规范市场主体行

为，强化联合执法，解决无执法权、

管理乏力等问题， 使其不能违 ；处

罚不文明行为，提高市民遵规守法

意识，使其不敢违，积极营造有序 、

文明、和谐的良好氛围，为推动建

设“美丽乌当·花园之城” 凝聚磅

礴力量。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荣）

乌当区———

精耕细作营造文明和谐氛围

清镇市———

对照指标找差距再完善促提升

开阳县———

强化素质提升打牢文明创建基础

在全国文明城市巩固提升中，

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坚持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着力找差距、

补短板、强弱项、抓落实，着力抓牢

抓实基础设施、 市容秩序、 交通秩

序、文明素质、志愿服务等五大重点

工作，注重日常、经常、平常，切实推

进文明城市巩固提升常态化、 长效

化开展。

为全力做好龙洞堡国际机场及

其周边创文工作， 该区联合机场集

团、 机场公安等多部门组成龙洞堡

机场集中整治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

加强联动协调机制， 按照 “多措并

举、综合整治、联动发力、短期治标、

长期治本” 的工作原则， 盯紧痛点

难点，采取“中心定点打击、外围综

合整治” 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联合

整治与管理。

该区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文明

城市巩固提升工作机制， 指挥部

“人员不变、力度不减、标准不变” ，

坚持“每日一督查”“每周一暗访”

“每周一调度”“每月一会审” 等工

作机制，持续加强统筹、协调、督查、

考核、问责等各项工作，确保巩固提

升工作真正做到常态长效。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白雪）

双龙航空港经济区———

盯紧痛点难点开展联合整治

双龙航空港经济区———

盯紧痛点难点开展联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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