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创”重塑城市发展格局

以“双创”为抓手促进城市管理水平提升，推动城市全面发展

万宁：更新城市面貌 补齐民生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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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进行“双创”？在今年6
月11日召开的万宁市“双创”动员大会
上，万宁市委书记贺敬平自曝“家丑”：
违建到处都是，环境卫生问题突出，已
经到了退无可退、刻不容缓的地步。

万宁市的决策层还敏锐地意识到，
这两大问题不仅是影响城市市容市貌
的毒瘤，更是阻碍城市发展的绊脚石。

“2018 年，万宁固定资产投资
99.57亿元，同比下降29.8%。2019
年第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 16.18 亿

元，同比下降37.6%。要发展，就必须
下决心、花功夫把这两块绊脚石搬
开。”贺敬平说。

万宁选择通过“双创”来扫清发
展道路上的绊脚石，使城市实现市容
市貌大变样、市民素质大提升、营商
环境大改善，以此吸引外来投资，促
进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打造宜居宜
业宜养宜游的美好新万宁。

全面深入地推进“双创”工作，打
造优良的人居环境和一流营商环境，

也是万宁市委、市政府推动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各项决策部署在万宁
落地生根的重要举措。

“双创”工作不是一阵风，更不是
“为创而创”。“开展创建工作，就必须
要有成效。如果进展不大甚至要拖
延推迟、推倒重来，我们财力耗不起，
其他工作也等不起，人民群众也会看
不起。”贺敬平表示。

万宁市委将把“双创”作为锤炼
干部作风的试金石，强化实干担当，

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并不
断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提升城市治理
水平，重塑万宁在省内外投资者心中
的形象。

“我之前在海口工作时，看到了
‘双创’后城市的巨大变化。家乡万
宁大力开展‘双创’让我很激动。我
很支持市委、市政府的决策，也期待
能看见‘双创’后的家乡更美、更好。”
家住万宁城区的吴伟帆对海南日报
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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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门店主动落实“门前三包”

环境整洁 顾客盈门
本报万城7月28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王

清云）“什么是‘门前三包’？”“‘门前三包’就是包
卫生、包容貌、包秩序。”近日，在位于万宁市万城
镇人民中路的一家烘培店，店员付琼瑶流利地回
答了海南日报记者的提问。

这家面包店门口张贴着“门前三包”责任牌，
店内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摆放在醒目位
置，店员统一着装，胸前佩戴健康证。店铺的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等级被评为B等级。

“自“双创”工作启动以来，经常有工作人员上
门来宣传‘门前三包’责任制，我们也一直认真落
实”该店店长梁业荣说，每天打扫门前卫生现在已
经成了她的习惯，“门前只要有垃圾就会清理，遇
到不规范停车时也会进行劝阻，落实好我们店铺
的责任。”

整洁有序的环境，也赢来顾客盈门。正在店
内选购面包的吴静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她一直在
这家烘培店购买面包，“因为他们卫生方面做得特
别好，在这里买面包也放心。”

列出问题清单逐项改

万宁万隆社区
八成问题已整改

本报万城7月28日电（记者袁宇）“这棵树太
高了，台风季存在安全隐患，要及时清理枝叶。”7
月26日，万宁市万城镇万隆社区党支部书记詹达
能如往常一样率队在辖区内大街小巷进行巡查。
在一个“三无”小区里，詹达能发现一棵大树过高，
存在安全隐患，立即部署整治。

在“双创”工作中，万隆社区注重工作机制的
建设与落实，同时根据社区的实际情况，列出问题
清单，逐项对照整改。

“现在80%的问题已完成整改，包括堵塞老
鼠洞、拆除乱搭乱建、解决乱停乱放等，还整治了
空调乱排水、乱滴水等。”詹达能介绍，在“双创”工
作中，通过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有力的带动
了社区居民参与，“全体党员干部参与，每天早、
中、晚巡查3次，社区内店铺‘门前三包’落实到
位、居民区生活环境明显改善。”

据介绍，万隆社区还通过强化与驻点单位、驻
网格单位的联系，联动配合形成合力，推动“双创”
工作常态化，形成大扫除大整治与日常巡查保洁
管护相结合的工作机制。

目前，万隆社区正重新组织拉网式排查，排查
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同时也向居民了解情况，进一
步提升“双创”工作水平。

从青年学生到古稀老人，大家主动
参与文明交通劝导

志愿者成万宁街头
亮丽风景线

本报万城7月28日电（记者袁宇）“阿婆，您
慢一点，我扶您过去吧”“您靠路边等候，在路中央
等红绿灯很危险”“从这里往前直走，不远就是您
要找的地方了”……近日，在万宁城区的各个交通
路口，一群蓝色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

“我很高兴能成为‘双创’志愿者队伍中的一
员，为家乡发展出力。”在万城镇万家惠超市十字
路口，参与文明交通劝导志愿服务的三亚市南海
学校学生黄清认真观察着每个要通过路口的行
人，随时为他们提供帮助。

“您扶着我的手，我带您过去吧。”在看到一位
老奶奶腿脚不便后，黄清主动上前搀扶，与老人交
流，嘱咐老人注意安全，一直把老奶奶护送过马路
后才返回岗位。

这一温馨的画面，被黄清的同事悄悄拍摄下
来，并在微信群中传播出去，得到了众多市民点赞。

“他对待陌生老人就像自家人一样，有说有
笑，很自然，也很温馨，让我很感动。”一位姓陈
的市民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她当时就在现场，后
来看到微信朋友圈流传的照片后，她马上进行
了转发。

黄清的善举是万宁“双创”工作开展后众多暖
心故事中的一例。在万宁“双创”志愿者里，不仅
有学生，还有74岁的老人，他们手拿小红旗，在各
个街头参与文明交通劝导，传递这座城市的热情
与温暖。

万宁构建志愿服务大格局

党员干部走上街头
开展文明交通劝导

本报万城7月28日电（记者袁宇）7月28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委相关部门获悉，为深入
推进“双创”工作，构建志愿服务大格局，万宁组织
全市企事业单位党员志愿者走上街头，开展“双
创”文明交通劝导志愿服务活动。

“双创”文明交通劝导志愿服务活动将持续至
今年底，每天7：30—8：30、11：30—12：30、17：
00—18：30这3个时间段是党员志愿者上街服务
的时间。由各单位组建一支党员文明交通劝导志
愿服务队，采取包点负责的方式进行，对各类交通
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为市民提供帮助。

据介绍，活动旨在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者精神，发挥党员志愿者先锋模范作
用，用实际行动带动和影响群众摒弃危险驾驶行
为和交通陋习，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缓解交通
拥堵，传递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
道德的文明风尚，推动全市志愿服务活动长效
化、常态化。

本报万城 7月 28日（记者袁宇
通讯员梁振玮 吴鹏）“路边的临时停
车位撤除后，没那么堵了，接孩子也不
用被迫和机动车抢道了。”7月26日，
在位于万宁市文明中路的万宁中学门
口，骑电动车来接孩子回家的市民符
小妹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原先，文明中路两旁停满了机动
车，非机动车不得不驶入机动车道，使
得拥堵的道路更堵。而这样的交通乱
象，还存在于万宁城区其他干道。

“原本单向3条车道，1条被乱停
乱放的机动车占用，1条被非机动车
占用，能够正常使用的只有1条车道，

这样肯定会堵。”万宁市委书记贺敬平
说，撤除主干道的临时停车位，是充分
调研后的决定。

道路交通环境整治主要涉及万宁
城区的“南北大动脉”：万安大道—红
专路—文明中路—文明北路—万州大
道。道路沿途400多个临时停车位被
撤除。

在走访上述路段时，海南日报记
者注意到，与之前拥堵的路况相比，原
本停放在路边占用车道的机动车迁走
后，交通秩序更加井然有序，道路通行
明显顺畅得多。

“撤除这些停车位也是新发展形

式下的必然选择。”万宁市交警部门负
责人杨岛介绍，设置这些临时停车位
旨在方便市民停车办事，但临时停车
位渐渐成为周边居民的固定停车场，

“以前机动车保有量不多时，影响尚不
突出，但现在这些停车位已经成为交
通拥堵的一个重要源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每年应当对道路临时停车
泊位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
调整。其中规定，当道路交通状况发
生变化，使用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已经
影响行人、车辆正常通行的，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及时调整或者撤销
道路临时停车泊位。

“今年，撤除临时停车位的条件已
经成熟。市委、市政府决定对临时停
车位进行调整，进一步增进民生福
祉。”杨岛表示，2018年，万宁陆续在
华亚广场、市第二小学等地点附近兴
建了大型停车场，且沿路机关单位都
会向居民开放停车位，“这些停车场基
本能够满足市民的停车需求，所以即
使撤除这些临时停车位也不会导致市
民无处停车。”

据了解，在“南北大动脉”上违停
的车辆，万宁交警将依照相关法律法

规，依法处以100元罚款，并记3分处
理。车主不在现场的，将对违法车辆
进行拖移。

此外，万宁市今年将新开放8条
公交线路，在调整道路停车规划的同
时，为市民提供更加便利的公共交通，
进一步缓解道路交通压力。

在采访过程中，绝大多数万宁市
民向海南日报记者表示支持城市道路
整治工作，非常高兴看到城区出现新
变化，非常支持开展“双创”工作。“目
前的‘阵痛’，是城市‘破茧成蝶’的前
奏，希望城市决策层能坚持把‘双创’
推向更深层次。”市民陈欣说。

“‘双创’工作开展之
后，人居环境比以前改善太
多了，我支持‘双创’。”7月
27日傍晚，万宁市万城镇
东星村村民陈光川坐在家
门口乘凉，他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他家不远处有一片野
草丛，其中堆积了不少陈年
垃圾，天热时臭烘烘，下雨
时污水横流，但这些都在万
宁启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和省级文明城市（以下简称
“双创”）工作后得到了有效
整治。

长期以来，万宁存在违
章建筑多、环境卫生差等问
题，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发
展短板明显。今年6月11
日，万宁市委召开“双创”动
员大会，决心举全市之力推
动“双创”工作，啃硬骨、治
顽疾、补短板、去沉疴，重塑
万宁的城市形象，提振发展
的精气神。

一座座乱搭乱建的棚
屋被拆除，一间间无证经
营的小店被取缔，一处处
卫生死角得到有效整治，
越来越多的志愿者走上街
头，交通秩序有了明显改
善……一个多月来，“双
创”迅速成为万宁街头巷
尾热议的话题，实实在在
的变化也赢得了万宁市民
对“双创”工作的支持。

“双创”打造美好新万宁

“双创”一时见成效不难，难在久
久为功。万宁努力在“双创”工作中
苦练城市管理内功，通过坚持党员干
部带头、领导干部带头，全面实施网
格化管理模式，探索长效机制巩固

“双创”成果。
自今年6月起，万宁市将全市建

成区分为19个大网格、143个小网
格，每个大网格由1名市领导包点，每
个小网格由1个单位驻格，通过落实

人员责任，让存在的各类问题及时得
到解决，实现“绣花式的管理城市”。

“如黄土裸露、乱搭乱建、家禽散
养、路面破损、存在大型垃圾点等问
题，我们发现后会马上上报，再一一
对照整改。”万宁市万隆社区网格员
杨儒君介绍。

城市文明创建也离不开市民的广
泛参与。万宁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杨志斌说，“要把‘双创’内化为市民的

自觉行动，让人人都成为‘双创’风景。”
万宁将通过开展“不文明行为随

手拍”、志愿服务等活动，动员市民参
与“双创”，参与城市管理，把市民对

“双创”工作的支持转化为实际行动，
共同改变身边的不文明行为，传递文
明“温度”。

在抓好“双创”宣传教育的同时，
万宁市政府将对屡劝不听、屡教不改
的不文明行为严管重罚，以严抓严

管，力促管理方式从粗放化向精细化
转变，引导市民养成文明生活方式和
卫生习惯。

贺敬平说，虽然“双创”主要评估
建成区，但也要把这项工作向农村延
伸，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加
大农村治脏、治乱、治差力度，加快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实现“双创”全域
化、全民化，让全市居民共享“双创”
红利。 （本报万城7月28日电）

坑洼的背街小巷变得干净平整、
占道经营的违建被拆除、拥堵的交通
变得畅通、脏乱的农贸市场变得整洁
有序……自“双创”工作6月11日启
动以来，越来越多的万宁人惊喜地发
现“城市在变”。

“万州大道上很多处破损的路面都
被修复了，出行顺畅多了。”在万城镇人
民公园附近的红绿灯路口，市民莫晓丹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原本拥堵的街道不
堵了，机动车乱停乱放也基本看不见

了，“这些小变化让人很振奋。”
可喜的变化源于党委和政府对民

生的重视。万宁“双创”共涉及12大
项重点任务，其中万宁市委、市政府把
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重点、难
点问题摆在突出位置，优先解决。

“与市民生活相关的市区干道交
通秩序混乱、占道经营、市区内散养
家禽、违建、污染等问题，都是要优先
解决的问题。”万宁市“双创”工作指
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城乡环境是最

薄弱的环节，目前正下重拳整治城乡
环境“脏乱差”问题，从最关键的问题
突破，让市民看到“双创”工作的决心
和成效。

在财政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万宁
市投入9900余万元经费，启动一批
裸露黄土硬化绿化改造项目、市政道
路破损修复项目、农贸市场升级改造
项目等“双创”项目，全力治“脏”治

“乱”，提升市民获得感。
万宁将借助“双创”实现对城市的

综合整治，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得到
快速发展，城市环境卫生质量得到显
著改善，城市管理与服务能力得到整
体提升，居民健康卫生水平明显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万宁市委、市政
府还将优化营商环境与市场环境作
为“双创”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
强化市场巡查、严肃查处扰乱市场行
为，营造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创造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
境，为投资者提供公平的发展环境。

万宁撤除主干道临时停车位，为城区交通疏堵

道路更顺畅 民心更舒畅
“双创”观察

■ 本报记者 袁宇

“双创”促城市“绣花式”管理

全力治“脏”治“乱” 投入9900余万元经费

“绣花式”管理城市

裸露黄土硬化绿化改造
市政道路破损修复
农贸市场升级改造等

启动一批
“双创”项目

今年6月起
全市建成区分为19个大网格 全市建成区分成143个小网格

每个大网格由1名市领导包点 每个小网格由1个单位驻格

万宁城区整洁有序。 本栏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宇 通讯员 吴鹏 摄

交警整治交通乱象。

环卫工人清理垃圾。

“创”造万宁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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