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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走在文城街区，时常可
以看到着志愿者服装的年轻面
孔，有人在发放文明教育宣传单，
有人在劝阻不文明交通行为，帮
忙疏导交通，这些积极参与“双
创”行动的群众身影，已成为城市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共建美好家园，不仅是政府
相关单位和部门的事，也是我们
每一个人的事，与我们每一个人
每天的生活都息息相关。”志愿者
符勇说。

为营造“人人参与、全民动
员”的良好氛围，文昌市委宣传部
门利用广告栏、横幅、LED 屏等
宣传“双创”思想，并在市民健身
广场举办了文艺晚会等活动；交
通部门利用执法车辆、公交车等

张贴、悬挂横幅，并用广播大力宣
传，使“双创”工作家喻户晓；此
外，文昌还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平
台，开展“双创随手拍”活动，鼓
励群众参与其中，努力构建群众
自我监督、自我管理的共享共治
格局。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文
昌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以青
年团员志愿者为主体，大力开展
文明旅游、文明交通、志愿环保、
志愿扶贫等志愿服务活动，累计
逾30场次；基层妇女干部等，也
充分发挥巾帼志愿者的骨干力
量，开展清洁海滩垃圾、创建绿色
家庭和绿色出行等志愿服务活
动，带动其他市民都积极参与“双
创”行动。

在城乡环境卫生整治方面，
文昌还以“双创”微信工作群为载
体，持续开展城乡环境卫生督查
整治评比工作，并在微信群中对
督查结果进行通报。

农贸市场的管理，文昌采
取整治和疏导相结合的办法，
对乱摆摊、占道经营的情况进
行疏导或取缔，设立了 6 个临
时疏导点安置流动摊贩和自
产自销蔬菜经营户，督促商铺
落实“门前三包”责任，不定时
对农贸市场环境卫生状况督
促检查，确保农贸市场环境卫
生整洁。

为确保生活垃圾及时清运，
日产日清，文昌健全垃圾收运体
系，建成17座生活垃圾转运站并

投入使用。
整治乱搭建、乱摆摊和占道

经营等乱象，文昌今年上半年累
计拆除各类乱搭乱建建筑面积
16.98 万平方米，处罚流动摊贩
1372多家。户外广告牌匾整治，
今年上半年共清理（拆除）户外广
告牌、横幅（块/条），共计 1334
（块/条），遮 阳 、广 告 布 共 计
4705.5平方米。

此外，文昌还加大了对施工
工地噪音、建筑工地车辆进出泥
土污染路面、施工现场安全等进
行全面的监督和检查，督促施工
单位及时落实工地围档、施工降
尘，加强运输车辆清洗、建筑工地
废水排放等管理，力促城乡环境
整洁美化。

积极推进“双创”工作

文昌城乡“蝶变”百姓生活更美好

清早，晨曦微露，
椰子大观园上空一层
朦胧的薄雾，大地上的
一切已苏醒了。

家住文城镇天成
农贸市场附近的范大
姐，和其他家庭主妇一
样，喜欢起个大早到菜
市场里挑一些新鲜的
食材，为一家子的三餐
做准备。在范大姐眼
里，如今的菜市场和过
去比，“颜值惊艳，地面
干净，管理规范，每天
都有保洁人员随时清
理垃圾，环境整洁了，
购物体验不输超市。”

这一幕，只是文昌
开展“双创”（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国家卫
生城市，简称“双创”）
后城乡变化的一个小
缩影。近年来，文昌市
高度重视“双创”工作，
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完
善基础设施，大力推进
城乡环卫一体化建设，
深入开展城乡环境卫
生专项整治行动，全面
推进农村存量垃圾清
理工作，农村人居环境
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

“哪里有问题，就整改哪里！
必须迎难而上，扛起责任和担当，
不断改善城乡百姓的人居环境。”
今年7月以来，文昌市委书记钟鸣
明多次召开、参与“双创”工作会
议，并赴责任社区督导检查，力促
完成各项指标任务。

为统筹协调工作，文昌市成立
了以市委书记钟鸣明为组长、市委
副书记、市长王晓桥为副组长的

“双创”领导小组，并设立“双创”工
作指挥部，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王云任总指挥长，市级财政安排
专项资金6200万元和专门的办公
场所，实行领导目标管理责任制，
制定出台详细的工作方案、《文昌

市“双创”工作任务及责任分解表》
等，把任务细化分解到各单位，狠
抓落实。

与此同时，文昌还成立了2个
巩卫督导组，以综合整治为主线，
以群众满意为标准，采取一系列措
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开展“巩卫”工作；充分利用多媒
体、微信公众号、宣传栏等形式开
展“巩卫”宣传工作，更新了城区
公共宣传栏“巩卫”宣传图片，张贴
全新的“巩卫”宣传标语等。

文昌市“巩卫”督导组第一组
组长吕鑫说，目前督导组已在全市
开展拉网式排查，逐条逐项抓好问
题整改，督促相关责任单位和职能

部门进一步强化“巩卫”整改，力争
整改工作取得“一加一大于二”的
效果。

为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规
范管理，8月5日，文昌市召开创建
国家卫生城市工作培训会，邀请省
爱卫办专家为文昌出谋划策，助力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8月24日，文
昌市邀请省法制办专家为300多
名执法人员开展依法行政执法技
能培训；8月25日，文昌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在文城举办巩卫食
品安全知识培训班，邀请专家讲授
在巩卫创卫工作中如何做好食品
安全监管工作……

与此同时，文昌还启动了文昌

河等城市内河的整治，升级完善文
城城区污水管网建设，将以前城区
的雨污合流管网接入市政污水管
网，设置截流井，将雨水和污水进
行分流，实现科学排放等，加快消
除黑臭水体，全面提升水质。

“文昌将‘双创’作为重点工作
推进，务求实效。”文昌市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王云表示，在接下
来的一段时间里，文昌将进一步通
过整改城市管理的薄弱环节，建立
和完善长效管理机制，逐步把文昌
的生态环境和城市生活环境提高
到一个新的水平，进一步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补足城市基础设施短
板，提升城市治理能力。

高位推动 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为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狠抓
整改落实，连日来，文昌市委、市政
府相关负责人纷纷出动，到各责任
社区督查“双创”工作落实情况。

在文城镇诒喜市场，检查组发
现存在污水横流、划行归市不规
范、地面垃圾随处可见、临街已出
售商铺的“门前三包”责任牌上墙
率不高、“五小”店铺消毒柜等设施
未配套完善等问题，随即要求相关
单位对照“双创”标准要求，限期完
成整改。

在南开宾馆及背街小巷，检查
组发现部分商场、店铺、市场、学校
路段车辆违章乱停放，停车位划线
工作不到位，立即要求宾馆负责人
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立即行动，迅速
清理垃圾杂物和卫生死角，整顿车

辆乱停放问题，明确规划好停车
位。

“相关部门职责要理清，‘双
创’工作不容懈怠。”文昌市副市长
何欢宝介绍，根据文昌市委、市政
府统一部署，文昌多部门联动，开
展了多项专项整治行动，例如，交
警部门加快了停车位规划、划线，
加强巡查，对违规停放车辆依法处
罚；商务部门明确管理范围及职
责，加强对农贸市场内环境卫生整
治工作力度，取缔占道经营摊点，
引导流动摊位入市交易，做到整齐
有序；住建部门认真核查市场建
设，对不合规范的建筑予以拆除，
保证市场规划合理……

为预防各种病媒生物传播疾
病，文昌市还开展了以灭蚊和环

境卫生整治为重点的夏季爱国卫
生运动，组织队伍开展化学消杀
工作，不间断对重点区域、重点场
所和重点部位进行强化投药消
杀，有效降低“四害”密度，预防
和控制各种病媒传染病的发生和
流行。

此外，今年上半年，文昌还投
入资金427万元对文城及清澜片
区损坏的市政基础设施进行了全
面清理和维修，累计修复人行道
4125平方米，更换各类窨井盖438
个，修复混泥土路面612平方米，
清理疏通市政排水管道413米等；
投资183.69万元改造和平南北河
堤防护栏杆；完成教育公园北侧市
政道路工程 253 米；投入资金
66.73万元对全市建筑工地进行围

挡和张贴公益广告等。
同时，文昌加快推进城区智

能交通信息化建设，今年上半年
投入资金 360万，建成并投入使
用5套视频监控自动抓拍系统，完
善3个路口电子警察升级改造，施
划交通标线1.32万平方米、停车
位1460个，建设交通标志牌173
块，隔离护栏共2.7千米等。

多方联动，持续发力，成效显
著。家住文城镇文汇花园小区的
市民潘慧说，如今走在文城的街
道上，随处可见文明宣传标语，以
前凹凸不平的路面现在平整了，
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减少了，背
街小巷的卫生死角也变得干净
了，生活环境更加舒适，心情也变
得更好了。

多措并举 专项整治成效显现

全民参与 构建共享共治格局

持续改善城乡环境

近半数乡镇获评
省级卫生镇

近两年来，文昌通过开展环境卫生整治行
动，城乡环境卫生持续改善，目前已有8个乡镇
获评或通过省级卫生镇复审，比例接近50%，位
列全省前茅。

目前，文昌已建立起城乡生活垃圾“户清
扫、村收集、镇转运、市处理”的收运处理体系，
全市共配置农村垃圾收运车辆113辆，各类垃
圾收集桶近11000个，配备农村保洁员2802
名，建设生活垃圾转运站17座，实现了“一镇一
站”的建设目标，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
比例达到100%，已达到农村生活垃圾清扫保洁
收运体系全覆盖，基本实现了农村环境卫生工
作规范化、制度化和常态化。

与此同时，文昌市农业部门逐步加大对农
药化肥使用的指导力度，深入开展“清洁田园”
工作。一方面，安排农技人员到各镇（场）指导
开展农药化肥减量使用工作，组织村民群众及
镇（场）农技人员进行学习，推广测土配方施肥、
农作物秸秆还田、有机肥使用、水肥一体化等农
业生产技术。另一方面，定期进行全市各大田
洋水稻病虫害调查，根据全市稻飞虱发生情况，
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及时
发布《病虫情报》。

（本版策划 撰文/李菲 黄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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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
文昌市级财政安

排 6200 万元作为“双
创”专项资金

今年7月以来
根据省创卫督导

组检查意见，文昌共梳
理出 71条问题整改清
单，截至目前，已全部
整改完毕

目前
文昌市城区共配

置机械化作业车辆 10
辆，生活垃圾收运车辆
19 辆，建设垃圾屋 35
座，垃圾压缩收集点 2
座，垃圾分类投放果皮
箱 367个，机械化清扫
作业率达 70%，生活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理 率 达
100%，为推进城区环
卫一体化建设工作奠
定了坚实基础

文昌市“双创”宣传志愿者走
进社区宣传“双创”。

文
昌
市“
双

创
”宣传志愿者在引导群众安全过

马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