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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对面就是部队官兵
和学生一起种植的菜园，大概
有 3 亩地。”12 月 25 日，东方市
第四小学校长郑群波向记者介
绍了学校开展“双拥”共建工作
的情况。

近年来，东方市积极开展各类
双拥共建活动，进一步巩固了“军
民鱼水情”的军民关系，增进了军
民双方的友谊。第四小学作为全
市双拥示范点之一，紧密结合创建
全省双拥模范城的工作要求，联合

部队官兵，共同打造国防教育示范
学校。

“去年我们为全校五年级学
生，开设了一些军事化的课程，每
个学生都配备了一套军装，这样可
以让学生们充分感受军人的风
采。明年还会有更多的学生参与
进来。”郑群波说。

在创建双拥示范点工作中，东
方市第四小学和部队官兵通过培
养升国旗小旗手、教练军体拳、参
观军营、开展军训等系列活动，进

一步增强了师生的国防意识。
“我们学校的师生与部队官兵

互动频繁。今年以来，我们组织校
园双拥共建活动大概有20多次。
前段时间，我们还带领部分学生和
老师到部队里面去参加一些训练，
体验军队的生活。‘八一’的时候，
学校也组织了文工团去部队里面
慰问演出。”郑群波说。

据了解，一年来，东方市组织
开展了“东方市双拥文艺晚会暨第
四小学第三届校园文化艺术节优

秀节目展演”活动；组织部队官兵，
到市第四小学和港务中学，开展国
防知识宣讲。

经过努力创建，东方市双拥共
建氛围浓厚，“军民共建单位”“国
防教育示范学校”不断涌现。

2018年，东方市委、市政府组
织拥军慰问团，发放部队慰问金；
协调驻市部队官兵子女入学，努力
解决驻军官兵子女上学问题；认真
做好随军未就业家属生活补贴发
放工作。

全民参与 共创省级文明城市B
在东方市的“三创”工作中，创

建文明城市也是重要的一环。近
年来，东方市以多种形式的宣传手
段积极开展“创文”工作。据“三
创”指挥部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
在东方市已设置公交车上落站宣
传广告牌144块，全市LED每天
滚动播出“三创”宣传标语。

经过多方面的宣传，广大市民
的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
素质得到提高，干部群众积极参与
到东方市文明城市创建中来。

“参与了东方市志愿服务之
后，我变得更加自信了，现在还能
为社会做点事情真的挺好。”来自
辽宁省的“新东方人”白爱萍今年

已经74岁，现担任东方广电志愿
者服务队的队长，她告诉记者，自
己隔三差五就会召集队里的成员，
上街开展交通劝导、环境卫生宣传
等志愿服务。

与其他志愿者团队不同，白爱
萍带领的志愿队伍平均年龄超60
岁，大部分志愿者是来自五湖四海
的“新东方人”。白爱萍说：“大家
来这里生活，也是希望这里变得越
来越好。经过努力，这几年东方市
的变化有目共睹，我们相信今后会
越来越好。”

为了让市民积极参与到“三
创”工作中来，东方市“三创”指挥
部建立了“随手拍”平台。罗泰豪

介绍说：“市民只要发现哪个地方
没有清理干净，就可以随时拍图
片上传到平台。后台会自动传达
到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整改，之
后还会将整改情况直接反馈到举
报人的手机上。”据了解，今年群
众随手拍举报问题共计183件，
已协调解决172件，完成率达到
93.98％。

在交通治安方面，东方市实行
了“路长制”。结合“三创”工作，东
方市公安局整合交警、巡警、派出
所等多方一线力量，及时解决治安
热点问题以及道路拥堵问题，给市
民带来了安全感。

“自今年1月19日开展‘路长

制’工作以来，在东方市50条道路
上，我们都设有一、二、三级路长，
还有路管员，我们把每条道路的相
关责任人及其联系方式都标注在
路边的指示牌上，市民遇到问题，
可以立即拨打责任人的电话，方便
我们及时派警处理。”12月25日，
东方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办公室主
任王超向记者介绍了东方市“路长
制”工作的开展情况。

“我们将‘路长制’与‘三创’工
作整合起来，共同推进了东方市的
社会治安环境和道路交通秩序的
好转。”据王超介绍，通过开展“路
长制”工作，今年东方市的刑事案
件同比去年下降了14%。

军民融合 共建双拥模范城市C

开展环境卫生整治 打击违章违法行为 助推城乡一体化发展

东方聚力打赢“三创”攻坚战

2017年 4月，东方市成立了“三
创”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三创”工作
指挥部。指挥部下设5个专门工作组
和10大专项创建工作组，分工负责具
体的创建工作，东方市打响了“三创”
攻坚战。

在“三创”工作指挥部的部署下，
东方市实施了网格化管理，将主城区
的7个社区划分为21个大网格118
个小网格，通过“分块管理、网格到
人、责任到人”的方式，动员全市所有
单位参与到“三创”工作中来，由市领
导、社区负责人、市直机关单位层层
包点，做到“网中有格、格中有人、人
尽其责”，实现了“整体联动、责任公
担、成果共享”的工作格局。

“我们将每周一和周四定为‘三创
工作日’，在这两天里，各部门、各单位
必须至少选择一个时间段，到相应的
网格区整治卫生以及开展文明交通劝
导活动。”东方市“三创”指挥部综合协
调组组长罗泰豪说。

12月 24日下午 5点，位于东方
市农科路的第六小学门口，正值放学
和下班高峰期，本应该拥堵的路面因
为有了网格员和交警的劝导变得通畅
许多。“之前来接小孩的家长们经常会
将车停在路中间，造成严重的交通堵
塞，现在经过我们的劝导好多了。”东
方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陈和平表示，
农科路的第六小学门口属于他们单位
负责的交通疏导点，每周一下午5点
左右他都会和三五个同事一起到学校
门口进行文明交通劝导工作。

配合网格化管理，东方市实施了
“巷长制”，将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更加
细化。“我在这里居住了50多年，平时
也爱管管闲事，邻里有什么烦心事都
会和我说，我也会尽量帮助大家解决。”
东方市福民社区西二巷“巷长”钟林娜
笑着告诉记者，实行了“巷长制”后，她
可以名正言顺地“管闲事”了。“虽然这
个工作没有工资，但我更希望大家都
生活在干净整洁、安静文明的环境中。”

通过网格化管理，东方市的“三
创”工作井然有序地开展着。东方市
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三创”指挥
部总指挥长韩宇表示，下一步，东方
市将继续以“三创”工作为抓手，在遵
循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设计的基础
上，加快主城区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
和示范区建设，精心做好城市的绿
化、美化、亮化，对标国际化、现代化
完善城市功能。并通过加强多形式
的检查、考核，强化问责机制，以问责
促整改，以城市面貌的变化向人民群
众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本版撰文 柳莺)

12月 24日，在位于东方市
八所镇东二环南路的南天宾馆
支巷，整改后的路面干净整洁，
种植在道路两旁的三角梅，姹紫
嫣红争艳。“以前这条道路被附
近的居民占用，拿来种菜、养殖
家禽，严重污染了环境，市民投
诉后，我们立即做了整改。”东方
市“三创”指挥部综合协调组组
长罗泰豪欣慰地说：“现在这里
已经变成了供市民休闲、散步的
人行通道。”

南天宾馆支巷的整改只是东
方市“三创”工作的一个缩影。去
年，东方市委、市政府启动了“创
文”“创卫”“创双拥”的“三创”工
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取得了明
显的成效。据“三创”指挥部提供
数据显示，今年东方市共处理垃
圾12.52万吨，新增城区绿化面
积达到15496平方米。

“目前东方‘三创’工作虽已
取得阶段性成效，但离既定目标
要求还有差距。”东方市委书记
铁刚说，“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结
合东方实际，进一步把‘三创’工
作引向深入，把工作做精、做细、
做实，着力打造宜居宜游宜业的
热带滨海花园城市。”

“三创”工作开展以来，东方市加
大了环境卫生整治力度。今年，为努
力向国家卫生城市的标准看齐，东方
市引进了锦江环卫和启迪桑德两家
公司负责城乡环境卫生工作。

“现在城区主干道的垃圾桶已经
全部撤掉，我们计划在2019年内撤
掉所有村庄的垃圾桶，做到城乡一体
化。”东方市环卫局副局长郑志华告
诉记者，现在东方市都是通过垃圾压
缩车和电动三轮保洁车定时定点地
收集垃圾，力争最大限度缩短垃圾滞
留时间，保障城区和乡镇的生活垃圾
日产日清。

据了解，目前东方市城区市政道
路和乡村主干道保洁覆盖率已经达
到100%，城区机械化清扫率也由原
来的21%提高到71%，城区主干道保
洁时间从原来的每天16个小时增加
到18个小时。

为进一步提升老百姓幸福感和
获得感，东方市委副书记、市长邓敏
多次强调，“三创”工作要结合美丽乡
村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等各项重点工作统筹抓好，扎
实推进。

除了环境卫生，东方市针对主城
区的各种乱象也进行了全面整治，并
采取了“公安+城管+工商+食药监”
等综合整治方式，开展各项整治行
动。据“三创”指挥部提供的数据显
示，2018年东方市共取缔流动占道经
营摊点656处，对出店经营下达行政
处罚单348件，清理乱堆放杂物35
车；清理城区各路段乱粘贴的小广告
7000余处，粉刷覆盖乱涂乱画墙体墙
面约3000平方米。

在各项整治行动中，农贸市场的
升级改造成为了一大亮点。“2017年
底，我们开始对宝真农贸市场进行升
级改造，现在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工
作。”东方市商务局市场建设相关负
责人李胜表示，2019年计划对东方市
主城区的其他4家农贸市场进行升级
改造。

12月25日，在位于东方市八所
镇人民南路的宝真农贸市场，看见改
造后的农贸市场换了新的地板砖，打
造了隐形排水沟，为防止污水外流，
每个摊位前面都设置了玻璃挡板，保
洁人员正在清扫地面垃圾。

“我们现在要求农贸市场内的保
洁员半个小时清扫一遍市场地面垃
圾，由1天清理1次垃圾堆放点增加
到1天2次，并且按职责分工将农贸市
场整治工作落实到各保洁责任人，使
整治工作制度化、常态化。”李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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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开展交通文明劝导活动。 改造后的南天宾馆支巷。（本版图片均由东方市“三创”指挥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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