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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工 作 动 态

2020 年第 4 期（总第 25 期）

都江堰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21 日

创☆建☆动☆态

十四届市委常委会第 138 次（扩大）会议专题研究创建

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有关事宜 4 月 19 日，中共都江堰市

委召开十四届常委会第 138 次（扩大）会议。会议通报了 2019

年都江堰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年度测评结果，审议了《都江

堰市创建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国家文明旅游示范区、

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攻坚誓师大

会会议方案（送审稿）》、都江堰市 2020 年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工作方案和任务分工文件。市委书记李云主持会议。

李云书记强调，2020 年是我们创建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

的攻坚迎检年，各级各部门要立即行动起来，克服机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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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镇街撤并带来的消极影响，主动思考、积极作为，全面落

实“一把手”责任制，主要负责人亲自抓安排部署、抓工作

落实，把创建工作摆到展示城市形象、塑造城市信心的重要

位置，与复工复产，与推动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成都

旅游消费中心、美丽宜居公园城市三大建设任务同安排、同

部署，扎实推进、务求实效。（市创建办）

我市以爱国卫生运动助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在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过程中，我市持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着力打造干净整洁的城乡人居环境，截至目前，市域内无确

诊新冠肺炎病例。一是把爱国卫生运动作为文明创建重要内

容。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重

要指示精神，结合文明城市创建中存在的问题短板，制发《都

江堰市 2020 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方案》，把环境卫生

整治作为创建工作重要内容，集中开展道路街巷、小区院落、

集贸市场、场镇环境整治，减少疫病传播途径，打造宜居生

活环境。二是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大力开展爱国卫生活动。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周末卫生大扫除”活动，以环境

整治、粪便污水垃圾处理、消除老鼠、蟑螂、蚊子、苍蝇“四

害”孳生环境为重点，全市上万人次参与，清扫卫生死角、

“四害”孳生地 4300 余处，清理垃圾 130 余吨，投放灭鼠

3000 公斤，发放灭蟑药物 2100 袋。开展“zhì在社区•文明实

践”活动，清理楼道乱堆放，合理、规范设置小区内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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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机动车停车线和晾晒区，绘制文创小品，开展文明劝导，

改善 50 个老旧院落环境，提升居民对生活环境的满意度。

三是多形式强化文明健康理念宣传引导。发挥融媒体平台作

用，发布倡导文明卫生理念的短视频、微信等 600 余条，邀

请文艺志愿者巴蜀笑星王二莽录制播放《公勺和公筷•人人都

期待》方言诗，号召市民文明使用“公筷公勺”，推动爱护

卫生、保护自己理念入户入心。在市区内 150 余个公交站台、

50 余个自行车棚、10 余处大型电子显示屏上广泛刊播“倡

导社交文明•加强公共卫生”“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筷

公勺”系列主题公益广告，在全市 52 家中小学校、111家幼

儿园通过线上倡导、线下活动方式，开展“文明餐桌•公筷公

勺”宣传，倡导社交文明新风尚。（市委宣传部、市卫健局）

我市开展以“书香都江堰•在春光中阅读”为主题的全民

阅读月活动 在第 25 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我市以“阅

读都江古堰，品味天府人生”为主题，开展了系列全民阅读

活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邀请我市优秀阅读推广者制作

全民阅读宣传片。市委办推出“灌州文明•党办同行”主题阅

读活动。市委宣传部、市融媒体中心推出《935朗读者》FM93.5

电台节目，将新冠肺炎疫情背后的故事、感恩和敬意，以及

最喜欢的书中文字讲给广大群众，真诚邀请大家打开书本、

沉醉书海，一同分享读书的快乐。市妇联、堰上花开阅享汇

•新汇购书中心站共同举办“不负韶华•书香润家风”堰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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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阅享汇活动，共读家庭好书，共建最美家庭，共树文明新

风。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在历史文化研究会红色教育基

地—长征书院举行“品都江堰历史•读红色文化书”主题读书

活动，讲述领袖、名人读书故事，分享经典红色读物、红色

影视片，传承红色文化。蒲阳街道、市二医院和市骨伤专科

医院以“在春光中读书”为主题，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读

书活动。（综合）

简☆讯

4 月 1 日，都江堰市 6 所高中的 3000 余名高三学生回归

校园备战高考。疫情面前，都江堰市教育系统上下全力以赴，

为高三师生织就“防护网”，全力护航高三学生迎战高考。

（市教育局）

4 月 1 日，省、成都市相继召开森林草原防火灭火暨安

全生产工作会议，安排部署当前森林草原防火灭火以及安全

生产各项重点工作。会议结束后，都江堰市立即召开会议，

贯彻落实省、成都市会议精神，并就都江堰市森林防火及安

全生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都江堰市委书记李云，市委副书

记、市长何维楷出席会议。（市应急局）

4 月 3 日，四川省第二批从湖北撤离的 323 名白衣英雄

在我市结束疗养休整欢送仪式在我市举行。四川省卫健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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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延政，四川省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宋世贵，我市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唐小峰，副市长袁明以及市卫健局、市

文体旅局等市级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欢送仪式。（市卫健局、

市文体旅局）

4 月 5 日，都江堰市举行“2020 中国•都江堰‘云放水’

活动”。此次活动首次启用 H5“云”放水模式，全球网友

足不出户便可通过直播平台观看并参与这场放水盛典。（市

青—都局）

4 月 7 日，按照成都市统一安排部署，都江堰市 21 所学

校的 4219 名初三学生正式返校。（市教育局）

4 月 13 日，都江堰市高中二年级和初中二年级共计 9744

名学生返校复课。至此，按照“分期分批、错时错峰、陆续

有序组织开学复课”的原则，全市高三、高二，初三、初二

年级近 2 万名学子已经顺利开启校园生活。（市教育局）

4 月 15 日，都江堰市召开 2020 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专题会，部署全市 2020 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市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可，副市长陈丽娜出席会议。市级有关

部门主要负责人、各镇街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参加会

议。（市农业农村局）

4 月 15 日，第五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都江堰市广泛

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引导市民群众增强国安

全家意识，加强国家安全观教育，增强全民国家安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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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和筑牢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市应急局）

4 月 15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何维楷率队前往龙池镇黎

明社区和张家湾污水处理厂，调研地灾防治及长江经济带生

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市水务局）

4 月 15 日，为确保餐饮企业经营安全，有序复工，管控

风险、消除隐患、防范事故，市经科信局联合市应急局、商

务和投促局、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文体旅局、消

防救援大队、灌口街道、玉堂街道、国网都江堰市供电公司、

集能燃气公司、液化石油气公司等单位组成联合检查组，对

我市餐饮企业及环山旅游线电力燃气管线安全运行等情况

进行全面检查。（市经科信局）

4 月 19 日，第 30 期都江堰市“李冰讲坛”在飞龙体育

馆清泉书吧举行。活动邀请了西南交通大学世界遗产国际研

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土木建筑学会世界遗产工

作委员会主任、四川省专家服务团专家刘弘涛讲授《乡村振

兴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市委宣传部）

4 月 22 日，是第 51 个世界地球日，市综合执法局在水

文化广场举行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宣传以“珍爱地球•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为主

题，倡导绿色生态、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增强居民对垃圾

分类知识的了解，培养居民环保意识。（市综合执法局）

4 月 22 日，都江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双盲”应急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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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在都江堰市北街小学举行，市级相关部门、各镇（街道）

以及 32 家市级医院、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

人参与观摩。（市卫健局）

4 月 22 日，市“扫黄打非”办在都江堰景区开展“绿书

签行动”活动，活动以“护助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抵制有害出

版物和信息”为主题，倡导公众尊重创意、支持正版，营造

繁荣健康有序文化市场环境。（都江堰市“扫黄打非”办公

室、市青—都局、灌口街道）

4 月 22 日，市教育局、市经科信局相关负责人到“七一”

青城山学校、都江堰友爱学校调研指导创客中心建设工作。

据悉，我市友爱学校、聚源小学等 13 所中小学校今年将建

成创客中心，丰富学生课余生活，有效填补课外教育短板。

（市教育局、市经科信局）

4 月 24 日，都江堰市网络大咖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在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成立。该志愿服务队旨在发挥抖音等短

视频的传播优势，依托网络大咖粉丝群，拓展宣传受众面，

丰富、创新宣传手段，在推送都江堰美景、美食的同时，不

断挖掘城市内涵，传播好人好事，传递城市正能量。（市委

宣传部）

4 月 24 日，成都市医保局在扬子江药业集团四川海蓉药

业举办“蓉城医保客厅•走进都江堰”专场活动，通过“送政

策、帮企业、送服务、解难题”方式，助力医药企业产业发



— 8—

展。（市医保局）

4 月 27 日，都江堰市委书记李云率队前往受疫情影响的

困难群众家中，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市委办）

4 月 27 日，都江堰市全市 35 所学校的 11000 余名小学

五六年级学生终于重新回到学校，开启新学期的校园生活。

（市教育局）

4 月 29 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第二人民医院到银

杏街道高桥社区举办主题党日活动暨送文明服务、食药安

全、健康生活进社区、进院落活动。（市市场监管局）

身☆边☆温☆暖

一车辆发生自燃，都江堰环卫洒水车秒变“消防车”

4 月 28 日中午，烈日当空，都江堰市环卫工人邹猛师傅像往

常一样驾驶刚加满水的洒水车，准备返回向峨生活垃圾填埋

场对区域内的道路、截洪沟进行冲洗除臭，车辆行经至永安

大道北二段辅道上阳街 343 号附近时，突遇正前方一辆皮卡

车高温自燃。车主被突然的起火吓懵了，车上也没有准备灭

火器，正在焦头烂额不知所措之际，邹师傅赶紧把水车停在

自燃车辆旁边，协助车主全力扑救大火，最大程度减少了车

主的损失，大火扑灭后邹师傅又驾驶着环卫车匆匆离去，返

回自己的工作岗位。据了解，邹师傅是都江堰市综合行政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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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局的环卫作业人员，2008 年进入都江堰市环卫中心降尘

组，从事冲洗降尘工作，在工作岗位上工作努力，表现优异。

2013 年调至向峨生活垃圾填埋场工作，负责填埋场的冲洗降

尘和消杀灭蝇工作。不善言辞的他工作踏实认真，他说：“每

天看着冲洗干净的路面和作业区域，心里也亮堂。”在我们

这座美丽的城市，有这么一群人，一年 365 天，无论何时何

地，你总能在街边巷尾看见他们忙碌的身影。不分昼夜，维

护街道整洁；不分节假，守护城市容颜。他们在平凡的岗位

上，用实际行动传递着源源不断的正能量，为城市文明增光

添彩。（市综合执法局）

他☆山☆之☆石

山东昌邑：精工细作塑造城市“文明风骨” 一是价

值引领“常态化”，文明素养“春风化雨”。昌邑市坚持依

靠群众、发动群众、服务群众、惠及群众，大力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思想内涵，

让群众成为建设美好家园的参与者、推动者、监督者。精心

组织、持续开展“道德模范”“身边好人”评选，健全评选

审核机制，发挥典型引领示范作用，今年以来成功推荐 4 人

入选“山东好人”，7 人入选“潍坊好人”。发挥“学雷锋”

志愿服务引领作用，整合现有社会志愿服务组织，突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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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育功能结合，今年以来开展了邻里守望、爱我家园、文

明出行、文化惠民等各类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参与的志愿者

8600 余人次，受益群众 9.7 万余人次，形成共建共享的文明

服务体系。树文明新风，印发勤俭节约、低碳祭扫、文明出

行等倡议书、公开信 3.9 万份，开展不文明行为“随手拍”

活动，在主流新闻媒介、“两微一端”、抖音、快手等平台

刊发文明就餐、爱护环境、遵守交通秩序等公益广告、短视

频 38 个，让道德“春风”浸润百姓心田。二是文明实践“实

体化”，特色活动“花开正艳”。昌邑市认真贯彻落实《新

时代爱国主义实施纲要》要求，依托市、镇、村三级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体系，把精神文明实践与疫情防控工作紧密结

合协同推进，找准群众诉求“共鸣点”，精心设置活动内容

和形式，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走深走实。面对疫情，该市发挥

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作用，印发宣传防控知识资料 58

万余份，制作宣传标语 4800 余条，利用广播电视、大喇叭、

宣传栏、宣传车、滚动电子显示屏等载体宣传防疫知识。突

出“便民”导向，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的志愿者主动放

弃休假，就近配合镇村干部、防疫人员对来昌邑人员进行全

面摸排、造册登记，协助发放疫情防控知识资料。组织新时

代文明实践爱心捐助，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爱心企

业等累计捐款捐物逾 180 万元，为乡镇老年公寓、养老院、

学校、村庄等购买消毒液等防疫物资 1.3 吨（件）。开展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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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实践活动，分 8 个批次组织团员青年、少先队员、志

愿者到烈士陵园为无名烈士墓碑描红，缅怀革命先烈，传承

红色基因，丰富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内涵。三是城市管理

“精细化”，惠民利民“以小见大”。昌邑市不断优化城市

生产、生活、生态布局，在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提

升城市功能的同时，科学实施精细化管理，补齐民生短板，

加强环境秩序综合整治，提升群众对文明城市创建的认可

度、满意度、获得感。在完成 168 个老旧小区的墙面粉刷、

路面硬化、雨污分流改造等提升工程基础上，今年对全部 367

个小区的道路、健身器材进行改造提升，打通服务基层“最

后一公里”，满足群众对高品质精致生活的需要。建造“10

分钟公厕圈”，按照人流密集情况，新建星级公厕 16 座，

采用人机结合的方式进行全面清洁，延长开放时间，提高公

厕的管理和服务质量。盯紧重点领域“秩序再造”，开展城

市管理专项整治提升行动 50 余次，规范流动摊点、占道经

营、店外经营 1300 余处（次）；改造提升背街小巷 37 条，

新施划停车位 4000 余个，破解“停车难”问题，用管理“精

细程度”换取群众“满意指数”。（中国文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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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市法院院长、市

检察院检察长。

发：各乡镇（街道），市级各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