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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不只是一个荣誉称号，更是城市提升
综合实力的砝码，是助力简阳百年兴盛的功德之举。在创建中，
以人为本，实现城市底色和谐文明；凝心聚力，建设更高水平的
文明简阳，以内生文明促发展动力，行至长远，久久不衰。

在机构组织方面，简阳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
完善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运行机制，统筹全市创建工作，

建立市级领导干部分区包片和部门（单位）包保联创制度，健全
督查机制，进一步明确分工、明确任务，层层压实责任，推动工
作落实。

“我们建立了每月督查通报，每季度在常委会、常务会进行
工作通报制度，切实落实主体责任。”简阳市委宣传部精神文明
建设科科长陈婵婵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简阳组建2个专项督查组、1个常态检查组、58
人的市民观察员队伍，开展专项督查、日常暗访和摸底。累计督
查460余次，下发整改通知书850份，推动实地整改问题4800余
个，收集网报材料3400条 ，入户走访24199户 。

“通过组建创文专班，用好文明城市创建智能管理系统，将
文明城市创建各项工作纳入日常、做在经常，抓好常态长效精
细化管理。”陈婵婵说，为纵深推进创建工作，简阳市还制定《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规划（2021—2023年）》，实施三年创建攻
坚行动，并督促各责任部门（单位）根据任务分工，制定本部门
（单位）年度工作计划，梳理形成任务、责任、问题“三张清单”，有
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创建工作。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
简阳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坚持把文明城市创建与落实

“十四五”规划、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创造新时代幸福美好生
活等结合起来，立足全局整体谋划，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满意
度作为重要的评价标准，以问题为导向，聚焦群众关注热点、社
会反映难点，从日常入手、从细节突破，紧紧围绕提升民生福

祉，不断增强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简阳从高位统筹、机制保障、常态推进、重难点工作落实、

奖惩激励、人员资金保障等方面提出十三条举措，细化为45项
任务，统筹推进城市精心规划、精致建设、精细管理、精美呈现，
已取得初步成效。”简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付敬锋如是说。

如今，随着文明城市创建，简阳城市治理水平与城市功能
品质日益提升。改变带给市民获得感，使幸福成为简阳人的“微
表情”。

加快城市交通主动脉建设，成安渝高速禾丰、石钟连接线
建成投用，简州大道实现试通车，东西城市轴线东段（简阳段）、
西内环线等53个项目加快推进，城市基础配套设施不断完善；

沱江两岸示范片区、十里荷花林盘绿道基本建成，放生坝
滨江公园、观音井绿道及公园城市示范片加快推进，累计建成
绿道205公里，山水公园城市形态逐步呈现；

启动实施放生坝片区、白塔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完成33个
小区既有住宅自主增设电梯工作、惠及居民400余户，加快推进
10处老旧小区改造，切实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提升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同时，实施“五美庭院”创建三年行动计划，评选出“最美家
庭”98户、“最美院落”84个，有效改善城乡人居环境。聚焦城乡
环境、交通秩序和空中缆线整治，认真解决背街小巷和老旧院
落脏乱差、城市立面杂乱、车辆乱停乱放、行人乱闯乱穿等城市
环境“老大难”问题，切实提升市容市貌。

简阳：浇文明之花 铸幸福之城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过程中，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许多简阳人面对这个问题，都会不约而同地说：“身边的文明
现象越来越多了，文明意识深入人心。”

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归根到底是提高人的素质，简
阳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精神文明建设，潜移默化的
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通过党建引领，以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载体，凝聚全社会共同创城，以德润
城，实现市民对文明的知行统一，展现出简阳这座城市独
特的“韧劲”。

走进简阳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这里集志愿服务促进
中心、历史人文展厅、市民书房、简州书院等阵地于一体，下辖
22个镇（街道）文明实践所、291个村（社区）文明实践站，49个
文明实践基地实现三级全覆盖。

中心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理论宣讲、教育服务、文化服
务、科技科普、健身体育等多类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截至目前，
中心汇聚志愿者 12万余人，成立 943支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
伍，开展系列主题活动3560余场次，服务群众20万余人次。还
打造了“城市小小讲解员”“雄州文化课堂”“法润简阳”等多个
项目品牌。

文明在实践中深入民心，又通过每一次实践，让人民走向
文明。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化运作、社会化动员和制
度化发展，创新开发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岗，有效激发市
民志愿服务精神。

同时，简阳深入挖掘本土文化，提炼鳌山、沱江、机场、羊
肉汤等简阳特色元素，设计“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0幅，
在城区主次干道设置“鳌山印象”“天府之翼”等公益景观小品
54个、广告牌3700余面。所见之处，文明展示尽收眼底。

依托广场、公园、绿道等载体，结合点位要素建设公益宣
传主阵地，打造公益宣传主题广场1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示范点6个、主题公园1个，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市民见贤思齐、
崇德向善。

“过去，我们是‘替民做主’，居民有啥问题，我们来解决；
如今，我们是‘由民做主’，有什么事儿，大伙儿商量着来。”深
入小区院落开展“文明城市创建”主题坝坝会，深入校园广泛
开展“小手牵大手 文明一起走”等宣传活动，全方位营造浓厚
氛围，引导市民广泛参与文明创建。

文明花开香满园，同心掬得满庭芳。成都东进开启千年之
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热潮涌动、成都加快推进践行新
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如火如荼 ......雄州简阳，迎
来新时代新格局。朝着国际空港门户枢纽城市、东进区域智能
制造高地、宜业宜居山水公园城市建设的目标大步前行，“五
新简阳”要蝶变腾飞。

站在新起点，简阳正以高度的引领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再
鼓干劲、一往无前，以永不懈怠的劲头、永不止步的担当，向着
文明高峰跃升。 （段浩梅 李洋 汤斌）

在简阳的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处处充满“创意”。
而“创意”的背后是顺应民心，切实解决难题的智慧。

让背街小巷的“里子”亮起来活起来，让“难点”变“亮
点”，老街巷也能重获新生成为城市风景线。

在简城街道安象街社区，有一个银河农贸市场，过去市
场面前的小巷异常拥挤，占道经营导致交通堵塞，街区里更
是垃圾遍地，混乱不堪，一度成为当地老百姓生活记忆中的

“阴影”。
从占道经营入手，“堵不如疏”。银河农贸市场的管理人

员，在市场内整理出20多个叫做“农产自贸区”小摊位，每天
早市定点开放，每个摊位象征性收取几块钱的“租位费”。把

“堵”在市场门口的小商贩请进市场好好营业。
“摊位费便宜，还给干净的环境做买卖，我们肯定愿意进

来卖菜 。”陈贵树是附近的农民，自家种点蔬菜常年在市场
门口卖，他自己也意识到占道经营堵塞交通不好，如今有了
这样的好政策，让他变得很积极，每天早起“抢占”农产自贸
区的小摊位成了他的习惯。他在农贸市场内看到了“好光
景”，有了新念头。

“市场里的环境经过整治后，可以和超市相比了。”陈贵
树惊讶地发现，所有摊位的经营者有统一的购物小票，可显
示所购买商品的名称、重量、单价、金额以及商户的诚信星
级、所采购商品的农残检测情况、进货渠道和当日销量等数
据信息。

“这里还专门设置了食品农产品快速检测室，老百姓如
对购买的农产品不放心，可以快速检测。”陈贵树说，而且市
场内的肉类区、蔬菜区、水产区、熟食区等分区明显，让市民
购买更加方便快捷。

“这里的生意太好了，大家都愿意来这里买菜，我也想成
为其中的一个正式摊主。”越来越多的“陈贵树”，被文明环境
感染，自觉地从市场外走进了市场内，把不文明的占道经营、
不管不顾的思想逐渐清除。

解决了背街小巷的交通堵塞和不文明经营，再来看看街
道巷内的焕然一新。

从街区功能、交通状况、惠民利民等多个角度考虑、统筹
规划，简阳启动了对街巷的综合整治工作，拆除私搭乱建，整
顿临街商铺，规划了非机动车停车线，对街巷进行硬化、亮
化、绿化、美化。

安象街铺设了青石路，在街道两旁建了停车位，缓解了
停车压力。统一的巷门风貌，种了植物，老墙变成文化墙，小
街巷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并利用边角空地在小巷附近新建

了口袋花园，让背街小巷彻底脱胎换骨，成为优美宜居的家
园。

最有意思的创意是“小小公示栏”，一方小天地竟成了凝
聚街坊邻里的暖心处。

“牛皮癣广告撕都撕不完，太讨厌了！”在射洪坝街道，很
多社区的居民无奈地表示，现在的小广告都变成“印章”形
式，洁白的墙面盖得到处都是，令人心烦。

“小广告为何屡禁不止？是因为市民在生活中确实会遇
到诸如‘水管破了’‘厕所堵了’等烦心琐事，但是没有可靠的
途径来解决。现在，我们来想办法。”射洪坝街道社区的负责
人说，一边要规范治理小广告乱贴的不文明现象，一边更要
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从源头根除难题。

于是，一个个整洁美观的公示栏出现了，规范放置着各
类通知、宣传材料，分模块展现信息，简洁直观，不仅方便工
作人员及时更新管理，更让居民能够快捷、轻松地获取信息。

“改造后的公示栏比原先的干净漂亮多了，颜值爆棚。”小区
居民乐呵呵地称赞，以后修水管、接电线、交费用、社区活动、
邻里互动等等，都到这里看一看。

当前，射洪坝街道正在大力推广倡议使用无胶水公示栏
及广告栏，初步完成8个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公示栏的更
换。下一步，还将倡议事业单位、商户加大城市“牛皮癣”的清
理，让体现城市环境风貌的小“窗口”更显靓丽雅致。

看过老百姓的“吃”和“用”，再来看看“行”。
简阳除了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体

系，还聚焦提升城市文明交通水平。推进“智能交通三期”项
目建设，通过智能交通非现场执法科技手段，提升交通管理
效能。大力开展车辆乱停乱放整治、文明劝导提升、电动二轮
车无牌照整治等专项行动，加大对出租车、公交车、网约车以
及快递物流等行业从业人员的教育引导，营造安全、畅通、有
序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

其中，为电动二轮车车主上“临时牌照”也体现了为民服
务的“创意”智慧。

“买一辆电动二轮车要花几千块钱，还得花几百块钱上
牌照，填表、跑手续，太麻烦了，很多市民不愿意办理。”在射
洪坝街道蜀阳社区，一位市民道出了心里话。

怎么治理？把市民觉得麻烦的工作，提前做好。在社区门
口免费为车主上牌照。8月9号，蜀阳社区的文明实践站内排
满了前来办理临时牌照的车主，门口的电动二轮车正在有序
安装临时牌照，社区志愿者忙得不亦乐乎。

“目前，仅限持有简阳市居民身份证或简阳市居住证

明的车主办理。”社区负责人介绍，电动二轮车所有人到各
街道办、各镇设立的便民登记点或者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办
理登记，签署《承诺书》就可以申领临时通行证，即临时牌
照。

“后续，这些临时登记上牌的电动二轮车会陆续规范
更换为正式的牌照。”简阳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的相关负责
人说，首批临时牌照将发放 5 万余个。近期，简阳已制发

《共享幸福 美好生活 简阳公安交警致全市交通参与者的
一封信》《创文进行时，请您为爱车登记上牌》宣传品 1 万
余份，开展摩托车无证驾驶、违法载人、不戴安全头盔等交
通违法行为整治，检查车辆 160 余台次，查处各类违法行
为 68起。

让文明润入城市，简阳的“创意”太多了，以上只是小小
的缩影。

还记得简阳在全省开出的第一张“遛狗不栓绳”罚单吗？
在深入开展“幸福简阳，美在文明”“争做文明守礼简阳人”等
系列活动中，简阳就推出“文明养犬 做合格铲屎官”“‘头’等
大事 幸‘盔’有你”文明交通行动等群众性文明倡导活动，培
育“益路童行”“城市小小讲解员”，简阳“光盘行动”引领文明
消费等文明实践项目。

数不尽的顺应民心的实践，换来共建共享的真心。
简阳打造老旧社区“15分钟和美生活圈”，打造老旧小区

治理“提升版”，在人居环境品质提升的过程中，赢得老百姓
的“好口碑”，居民们自觉投入到爱护管理家园的行动中。

“以前这有个化粪池，下雨天粪水倒灌，整个小区内污秽
不堪，经过老旧小区治理后，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
今我们这里的房租和房价都上涨了。”安象街社区的居民老
韩竖着大拇指不停地夸。

简阳的老旧小区改造，做到“改造中问计于民、改造后问
效于民”，实现“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
效共享”得到了小区居民的广泛支持。

看“外观”，违建拆除、大门翻新、道路硬化黑化、增设停
车位、安装监控及智能道闸、雨污分流改造、绿化美化、加装
电梯等。有的老旧小区甚至还新增建设小区食堂、业委会办
公室，小区居住环境实现大变样，实现小区“美颜、提质”。

看“内涵”，一些老旧小区正在打造新二十四孝、家风家
训主题文化墙，带动居民养成良好家风，开展邻里文化节、垃
圾分类宣传等活动，推动邻里守望相助。越来越多的老旧小
区居民，主动承担管理和维护的工作，自觉劝导不文明现象
成为了日常的风景。

翻开“全国2021—2023年创建周期全国文明城市提
名城市名单”，在447个提名中，简阳是一座“韧劲”十足，
有“创意”、有“担当”的活力新城，令人眼前一亮。

简阳的“韧劲”“创意”“担当”，体现在对整座城市
“顽瘴痼疾”的有效治理，成为老百姓口口相传的美谈。

每一处不文明现象的整治，背后的初衷是简阳“以
人为本”的治理思想。树立“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坚
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管”的信念，用创新的思路，疏
导矛盾，解决难题，最终要把“文明指数”转化为老百姓
的“幸福指数”。

每一角文明新地的诞生与保护，背后是简阳科学机
制体制建设的保障。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作为转型升级
高质量发展的“龙头工程”，作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
往的“幸福工程”，作为营造最优营商环境和最美城市形
象的“品牌工程”，着力优化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提
高市民素质。推行“十三条”措施、“45项”细则、“十大专
项”行动，举全市之力，层层推进，严抓落实，让整座城市
从“面子”到“里子”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每一位市民自觉文明的行为，背后是这场“创建”活
动中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深入民心、共荣共享
的意识形成，是对家乡人文魅力的自豪，是对城市日益
提升的治理效能的认可，是文明新风持续在百姓心底拂
润、在一个个“小家”处处传递，不断奏响简阳特色的新
时代“文明乐章”。

走进简阳，细细品味，于细微处见“文明花开”，铸就
幸福之城。

一座城市的“担当” 以人为本 实现城市底色和谐文明

一座城市的“创意” 顺应民心 实现文明成果共建共享

一座城市的“韧劲”
以德润城
实现市民文明知行统一

蜀阳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简阳城市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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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学礼仪文明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