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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圆文明城 创建无止境
——海口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之路

追求美好新生活 发力迈步新起点
——琼海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纪实

发力又一个新起点

11月13日，在嘉积镇山叶社区叶园
文化广场上，小孩子撒欢奔跑，老人们悠
然下棋，画面温馨和谐。很多人可能不
太记得了，这里，曾是一个垃圾堆放高过
人头的废品收购站。

站在自家门前，70岁的梁阿婆发出
感慨：“40年了，从我嫁过来就一直有眼
前的‘垃圾山’，今年不见了，这样住着，
才舒心呐！”

梁阿婆的话道出了琼海老街区的变
化。短短两年多时间，当初藏污纳垢、管
理混乱的老街道，如今干净整洁、巷井繁
华。昔日城中村里“一文不值”的门面，
如今租出了高价。

有老百姓获得感支撑的繁荣，如同
嘉积镇古老的新民街上那厚实齐整的石
板路，让琼海人走得舒坦、心里踏实。

改变，不仅仅发生在嘉积，琼海处处
都能看到喜人的变化。

在乡村，全域旅游发展势头迅猛，龙
寿洋田野公园里游人如织，潭门、北仍、加
脑、鱼良成为“中国最美渔村”“中国最美
休闲乡村”“乡村旅游模范村”等；在城市，
不少社区居委会将办公地让出，增加居民
休闲文化场所，博鳌书社、书画长廊相继
涌现，让琼海街井之中弥漫着文化韵味。

“创文”这块牌子，琼海要不要去
争？曾是两年前街井巷里都在谈论的一
个话题。

有人认为裨益居多，应大力推进；但
也有人质疑：这是“面子工程”还是“形象
工程”？不能为了一块牌子“劳民伤
财”……争论的背后，考验着一任地方党
委政府的思路与定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强
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省第七次党代
会在谋划未来5年发展蓝图时，提出加快
建设美好新海南的奋斗目标。中央和省委
的重大部署，为琼海“创文”举灯引航。

“琼海生态环境优良，人文环境优
异，禀赋极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有需
要、有期待，琼海就应该自觉扛起担当。”
琼海市委书记何琼妹说，我们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群众，首先就体

现在为群众提供更好的生活发展环境
上。琼海以“创文”为总抓手，把人民利
益放在最高位置，回应老百姓的呼声诉
求，释放社会治理红利。

2015年初，琼海决定向50万人民
发出承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不动摇，所
有党员干部以行动和担当改变面貌，以
创文实现“产业强、城乡美、百姓富、社会
和”的新发展目标。

这是琼海将自身放置在新时期经济
社会文化发展大局坐标中的精准定位，
是对新阶段下市情做出的历史性选择。

“创”字之中见真招

事非躬行不知难。落到实处，才知
道“创文”这块骨头出奇地“难啃”。

琼海“创文”伊始，城市里还遗留着
3.4万平方米的猪舍，不少城中村和社区
还使用着旱厕……尽管在环境改善方面
有一定的基础和经验，但琼海清醒地认

识到，要补齐短板，关键就是分秒必争，
得想方设法让党员干部带头，自下而上

“创文”攻坚。
琼海的首要发力点，就是以完整而

严厉的制度为约束，既“抓总”，也“分
细”，全力推进“创文”工作。

“成立‘创文’工作领导小组，市委书
记任组长；嘉积城区共有24个‘创文巩
卫’社区（村），每一位市领导都有责任
区，谁管辖的责任区出了问题，都要做好
红着脸接受批评的准备。”琼海市委副书
记刘坚说，琼海首先理顺了社区“创文”
的管理机制，形成齐抓之势。

制度严格，奖惩分明，一切并非虚
设。嘉积镇大坡村委会的一名干部羞愧
地表示：“2016年8月，赶上了‘创文’督
察组暗访，我因‘创文’工作不到位受到
党内警告处分，公开检讨，那滋味很不好
受。”据悉，“创文”期间，琼海约谈干部
50余人，纪律处分20人，今年3月进入

“创文”冲刺期后，琼海还邀请国家和省

级专家专门来为管理制度及现状做“体
检”，交叉形成网格化管理机制。

琼海以“创文”为契机，强化了对全
体干部的锤炼，留下一串串实干担当的
佳话。

今年3月，“创文”进入冲刺期，琼海
从各市直单位、乡镇临时抽调13名业务
骨干，成立督查组，对全市24个社区开
展全面督查。“早晨8时上班，夜里12时
才忙完手头工作。每天中午，大家就躺
在办公椅上眯一会儿，同事王红奋发着
高烧还坚持工作……”“三市一区”指挥
督查组组长陈贤厚说，大家心里都清楚，
限期整改通知书如果不能及时做出来，
耽误的是“创文”整体进度。

“半夜回到家，孩子都睡了，第二天
我又早早出门，也见不到孩子……”说到
这，陈贤厚眼眶红了，他拿出手机，翻出儿
子发来的短信：“爸，我又发烧了，好几天
没有见到你。不要担心，我还撑得住。”儿
子连发3条短信，可陈贤厚一条都没回。

他说，短信发来的一刻，正在忙手头工作，
等看到短信，却又不知该如何回了……

“创文”冲刺期间，督查组共发出限
期整改通知书 399 份，附问题照片
28060张，邀请电视台跟踪曝光131家
企业。而换来的成果是：涉及创文的7
大项、37个子项、119个小项的基础指标
全部被打出高分。尽管“创文”是我国城
市品牌创建中难度最高的一个，但琼海
的综合类评比分数依然位列前茅。

新时代下的创文启示

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不在于经济
发展的速度，不在于繁华建筑的高度，而
是在于群众感受幸福的温度。

红色娘子军故乡、博鳌亚洲论坛所
在地、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
……如今，美丽琼海又多了一份“含金
量”很高的荣誉——全国文明城市。

如果说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是琼海决

心扫除城市脏乱差、为老百姓换回优良
生态环境的奋力之举，那么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则是着眼于全方位提升城市价
值，洗涤城市整体面貌，换得的是文化自
信。当文明之风吹拂琼东大地，琼海“创
文”也为城市治理带来了诸多启示。

琼海“创文”的背后，是新时代、新形
势下，谋求城市更高发展的自我加压。
琼海举全市之力统筹推进巩固国家卫生
城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同步积极展开
的还有创建全国健康城市、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等工作。“创文”是总抓手，也是
总目标，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最终凝
结为一种力量，形成了一种精神。何琼
妹说，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就是在琼海
1710平方公里的“大花园”里，让老百姓
拥有了切实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实现群
众文明素质的提高和城市价值的提升。
何琼妹说，下一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的部
署下，琼海将发扬“创文”精神，不忘初
心，坚定信心，继续抓好博鳌田园小镇和
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继续抓好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项目落地和服务
保障工作，扛起琼海的责任担当，为建设
东部中心城市打牢文化之基。

琼海“创文”的背后，昭示了唯有依
靠广大群众，自下而上地进行社会治理
行动，方能取得人心和力量，一系列文明
创建举措才能得到有效落实。“创文”同样
也改变了群众的生活，让脱贫攻坚与旅
游发展实现双赢。4年前的龙寿洋，千亩
荒地杂草丛生，如今，龙寿洋田野公园里
的接送车司机王明余感慨道：“公交车通
到村子门口，很多人过来赏花、慢跑，我在
家门口打工可以生活得很好。”

琼海“创文”的背后，证明了高效运
转机制和一支过硬的党员干部队伍是成
功的关键。万泉河治砂、乐城极简审批、

“创文”冲刺督查……琼海“创文”动作
“大、强、硬”，全体党员干部引领在先，敢
于拼搏，敢啃硬骨头，成为“创文”制胜的
关键。“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获得，对琼
海来说，既是荣誉，更是激励，琼海的文
明建设没有终点，这块“金牌”将是迈向
更高水平的起点。

一种对美好新生活的追求，正沿着
琼海的田园阡陌播散开来……

（本报嘉积11月14日电）

■ 本报记者 郭畅 丁平 杜颖

第一缕曦光穿透万泉河上的薄雾，琼海迎来又一个温馨的清晨。万泉河边不远处的登仙岭社区，79岁的退休老干部史兆啟跟老邻居们一
起，把社区书画长廊打扫得干干净净。两年多来，琼海“创文”的鼓点和谐融入了街头巷里的日常生活节奏，化为多数人内心的一种自觉力量，
渐渐地，演绎为一座城市的行动，升华为一种人人参与奉献的城市精神。

11月14日，中央文明委公布全国文明城市评选结果，琼海荣膺“全国文明城市”称号，成为我省县级市中目前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作为
琼岛东部中心城市，在乡村田园建设、城市产业聚集的基础之上，琼海向人们展现了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韧劲以及先行先试、敢为人先
的文化自信。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瓜熟蒂落，夙愿成真。
11月14日，海口获评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在5个省会城市中排名第二，实现历史性突破。经过两年多的坚韧付出，椰城儿女不负众望，

一举夺牌，终于和全国文明城市有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回首过去，从最初的慌乱迷茫，到现在的自信从容，海口人民直面问题、奋起直追，将
一项项文明创建标准落细落小落实，走出了一条属于海口的文明创建之路。展望未来，新时代对文明城市创建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奋进新征
程的过程中，海口将以更加浓墨重彩的笔触，书写文明筑城记，让文明之花在椰城绽放出更加光芒四射的魅力。

锁定目标
开启文明创建之路

全国文明城市是对城市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建设的全面
检阅，是我国评价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最
高荣誉，这块“招牌”的含金量不言而喻。

“早在1998年，海口就提出了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的口号。”海口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双创”工作指挥部创文组
组长吴清德说。

十几年间，海口从一个边陲小城蜕
变为国际旅游岛中心城市。但在社会经
济发展日新月异的同时，海口的城市管
理却屡遭诟病、城市文明停滞不前，成为
城市发展的短板。在此背景下，2015年
7月31日，海口市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动员大会，再次
锁定目标，开启“双创”模式，承诺用3年
时间捧回两块金字招牌。

“慌乱、迷茫。”提起最初面对创文工
作，海口市委副秘书长、“双创”工作指挥
部综合协调组组长刘川海说，“大家都觉
得创卫工作的标准是看得见的，好操作
的。而关注市民文明素质、城市管理体
制的创文工作则千头万绪，无从下手。”

同时，专家的话也给海口的干部泼了
一盆冷水。“创建工作开始后，我们邀请全
国的创文专家来海口进行指导。”刘川海
说，大家本以为海口的椰风海韵、优质空
气会给专家们留下极好的印象。但专家
们穿城而过的时候，却指出了海口的垃圾
桶没有上盖，空气中有腐烂的味道，背街
小巷坑洼油腻，占道摆摊等众多问题。

“和全国其他省会城市相比，海口基
础设施欠账多，经济底子薄。”海口市“双
创”工作指挥部专家指导组副组长邓中
华说，当时没有一套完全适合海口的模
式可以照搬，海口只能走出一条属于自
己的文明创建之路。

攻坚克难
用创建重塑城市口碑

走进海口“双创”工作指挥部，墙上

挂着一张硕大的全国文明城市重点实
地考察点位图。近千个和文明创建有
关的文化服务中心、酒店、宾馆、汽车站
等都被一一标注，并且用黄、蓝、红不同
颜色的磁铁表明未达标、整改中、达标
三种状态。

“这就是我们的作战图！”邓中华
说，两年多的时间，“双创”工作指挥部的
工作人员早已把这些点位来来回回走了
很多次，他自己更是磨破了4双鞋。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对城市文
明创建制定了220多项测评指标。“海口
要走出自己的文明创建之路，必须虚功
实做，把这些指标进一步落细落小落
实。”邓中华表示。

海口结合实际，制定了《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实地考察城市社区点位标准》《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实地考察背街小巷点位
标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实地考察六小
门店点位标准》等46项标准，为每项工
作都勾画更精准更细致的行动路径。

文明创建是宏大课题，海口不断攻
坚克难，直面一切问题。在此次“创建”
工作中，海口通过20多项制度构建起

“督考合一”奖惩体系，在干部队伍中引
发强烈震动。大家发现，“双创”过后，干
部中下基层、进社区的多了，想实招、干
实事的多了。“‘双创’成为砥砺干部作风
的磨刀石，在如今的扶贫攻坚、城市更新
等更多战场上，到处可以看到干部职工
的身影。”刘川海说。

严管重罚也成为了加强城市管理的

利器。海口不断加大执法的力度，率先
成立全国第一支城市警察支队，采取“公
安+城管”、“媒体+执法”等执法和监督
曝光形式，加大对食品安全、医疗卫生、
学习教育、交通秩序、社会治安、环境质
量等方面突出问题的整治力度。两年
来，共处罚各类违法违规行为92万宗，
罚款9589万元。

只有坚持全民参与，才能让文明创
建深入人心，释放出全社会的力量。“海
口启动‘双创’后，民生投入占财政支出
超过75%，赢得了群众的真心点赞。”海
口市市长倪强说。

“双创”期间，海口以问题为导向，集
中开展道路交通秩序、农贸市场、占道经
营、违法建筑、水环境、环境卫生等18个

专项整治行动，向全市人民交出了一本
漂亮的“民生成绩单”，加深了市民群众
对“双创”的了解，也让大家成为“双创”
坚定的支持者。

“文明创建”工作逐步摸出了门道，
路子越走越明晰。通过脚踏实地的努
力，海口通过“双创”给城市带来了经济
建设、市容市貌、干部作风、群众观念、市
民素质、社会治安六大明显转变，为城市
塑造了口碑。

奋进新征程
文明创建永远在路上

城市是文明的创造物，文明是城市
的发展归宿。城市对文明的追求永无止

境，海口的文明创建永远在路上。
2017年4月，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

作经验交流会在张家港市召开，会议提
出了文明城市创建的新内涵，即要建设
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的文明城
市。“这为我们接下来的文明创建之路进
一步指明了方向。”海口市“双创”工作
指挥部创文组副组长杨瑞金说。

未来的创建之路应该怎么走？海口
已经开始摸索自己的道路。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要求，
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海口接下
来还要打造“双创”升级版、进行城市更
新，不断提升城市品质，让市民有更多获
得感。

邓中华表示，打造“”双创”升级版，
可以从做靓形态文明、做实功能文明、做
优素质文明上下功夫，深化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综合施策，重点推进，全
面提升城市文明水平。

形态文明，即城市给人的直观感
觉。海口要继续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确
保优良空气环境质量在全国的领先位
置；要加大生态修复力度，通过景观带
改造，让海口透光见海、透绿见蓝；同
时，推进城市更新速度，不断提升城市
品位。

功能文明方面，要提升城市的公共
服务水平。海口将充分发挥“12345”政
府服务热线和“海口城市管家”平台“指
挥棒”“绣花针”“连心桥”的作用，推行

“12345+基层网格化”工作，解决问题，
化解矛盾。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全面实
现城市管理治理的安全有序常态长效，
让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常创常新。

素质文明方面，海口将通过营造更
加优良的环境，多措并举加强宣传教育，
并依法严管重罚，引导市民更加文明自
觉，同时，还将建立平台，创新志愿活动，
让市民在活动中感受到文明氛围，潜移
默化提升文明素养。

两年间，“全国文明城市”已经衍伸
成海口的城市发展的不竭动力、不断清
晰的文明坐标、不断深厚的人文精神，推
动着这座城市踏上新的征程。

（本报海口11月14日讯）

经过治理改造，海口市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风景优美，孩子们在草坪上玩耍。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琼海北仍村成为全域旅游新亮点。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琼海市嘉积镇木舍耕读共享书房内，顾客静心阅读。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