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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民心聚民心广广
行天下行天下德德

县融媒体中心（县
广播电视台）办公地点
现已迁至县文化中心
东 3——4 楼，宣传业务
和广告洽谈请至 4楼监
管 中 心 ，联 系 电 话 ：
2251876，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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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
全国文明城市是城市竞争中最具价值的“金”字招牌，也是52

万广德人民共同追求的美好愿景。在全县人民共同努力下，城市
建设越来越美，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幸福指数越来越高，2018年首
轮测评我县取得了“全省第一”的好成绩，全县人民的荣誉感、获
得感前所未有。当前，在广德撤县设市捷报传来的美好时刻，我
们又即将迎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第二年大考。为再创佳绩，勇夺

“两连冠”，在此我们向全体市民发出以下倡议：
做文明风尚的传播者。牢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积极

宣传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相关知识，熟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市民应
知应会内容，自觉遵守文明养宠相关规定，积极落实移风易俗要
求，争做文明有礼的广德人。

做文明礼仪的倡导者。多讲“谢谢”、“对不起”、“您好”等文明
礼貌用语，摒弃不文明语言；遵纪守法，文明上网，坚决抵制网络低
俗信息；友善对待外来人员，耐心热情回应陌生人的问路、求助。

做文明行为的践行者。不随地吐痰，不在公共场所吸烟；不乱
丢果皮、烟头、纸屑、塑料袋等垃圾；不乱泼乱倒污水，不乱贴乱画
乱刻；不在小区内私搭乱建，不在楼道乱摆乱放，不堵塞消防通
道，不侵占公共空间；不人为弄脏、损坏公共设施；爱护花草树木，
不践踏、不折损、不采摘。

做文明交通的维护者。不乱穿马路、不闯红灯，坚持走斑马
线，不翻越护栏；自觉排队候车、有序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
位，公交车上主动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倡导绿色出行，文明行
车，不乱停车、乱占道，非机动车按道骑行，机动车礼让斑马线，驾

车时不接打电话，不向车窗外抛物。
如果您幸运地成为广德市民代表，接受考核测评组入户调查，

您的一言一行就是广德文明形象的生动表达。请您热情地打开
家门，友好接待来访人员，做到态度和蔼，文明礼貌；当您填写调
查问卷时，请您认真审题，看清楚每个问题选项的正确答案或最
高标准，把最有利于广德的选项勾选出来，为我县创建工作划上
最满意的一票。

您的热忱态度，彰显了竹乡儿女的崇高风范；您的言行举止，
展示出广德人民的良好形象；您的由衷肯定，都是我们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工作的不竭动力。

小事彰显大德，细节体现文明。让我们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
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中来，以优异成绩迎接全国文明城市第
二轮测评，以实际行动回馈全县（市）人民的热切期盼。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期待您的支持、参与和奉献！
广德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办公室

2019年8月12日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倡议书

●8 月 13 日下午，全县第四届“关爱明天，普法先行”工作
会议召开。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蔡明友，县关工委主任谭运秀
参加。

会议宣读了工作方案，对获奖单位进行了颁奖。 关工委主
任谭运秀对近几年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进行了回顾，并对后期
工作做出了具体安排。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蔡明友对下一步
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汪凡）

●8月 9日下午，县政协副主席阮景康率队前往城管局，就
加快“养犬收容、垃圾分类”工作等重点提案进行督办。

阮景康先后来到天玺小区智能垃圾分类站和实验小学厨余
垃圾处理站，就委员提出的“关于实施餐厨垃圾处理项目建设的建
议”的提案进行实地查看，并就如何提高提案办理工作效率、扎实
推进提案所涉及项目规划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 （马文静）

8 月 13 日上午，县委副书记、县长陈红英在调度文
明创建工作时要求，要进一步引导和发动人民群众积极
主动参与到文明创建工作中，努力营造人人支持、人人
参与的良好创建氛围。

陈红英先后前往东风新村、港湾花园、汽配嘉园和
凤凰小区，实地了解小区创建工作中存在的难点和突出
问题。在港湾花园小区，一位居民反映自家门前的楼道
无人清扫，陈红英要求物业公司和业主要加强沟通对接，
及时解决业主诉求。同时也希望广大业主在当前特殊时
期，能够给予创建工作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不等不靠不旁
观，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自发地参与到创建工作中来。

在汽配城，陈红英遇到正在市场内清扫垃圾的老人
陈玉银，当得知老人一直以来不计报酬，自发地清扫市
场内垃圾时，陈红英向老人竖起了大拇指，称赞他就是
广德的好市民，同时要求社区和市场管理方关心老人，宣
传他不计得失、热心公益、甘于奉献的精神，引导更多的
市民群众向榜样学习，以实际行动投身创建工作中来。

陈红英指出，市民素质的提升是文明创建工作最根
本的任务，社区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创建工作中的主
体作用，进一步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积极支持并主动参
与到文明创建工作中来，强化“主人翁”意识，引导群众
向上向善，凝聚同心协力抓创建的正能量。

随后，陈红英又来到县融媒体中心看望慰问了一线
新闻工作者，并对文明创建新闻宣传工作提出明确要
求。她指出，新闻媒体要充分发挥正面宣传和舆论监
督作用，整合资源，创新思路，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
众。要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要求，控制一般性会议
活动报道，把镜头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加大正面典型
宣传和负面曝光力度，为文明创建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
围。 （陈晓峰）

日前，桃州镇会同县公安局、县城管局、县信访局、
县卫健委、公证处及有关社区等相关单位，在窑上棚改
片区依法开展征迁“清零”专项行动，县委常委、常务副
县长邱铁军到场指导。

在行动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帮助居民搬迁物品，公
证处就有关事项进行现场公证，大型挖掘机有序进行清
表拆除作业，各部门各司其职，整个拆除现场秩序井
然。此次行动拆除房屋6处，约1000平方米。由于行动
前期准备充分，组织严密，各部门联合执法有序迅速，顺
利完成了既定行动目标。

红旗社区窑上棚改片区自2017年启动以来总体进展
顺利，但仍有零星建筑尚未拆除，严重影响了窑上路等
城市道路开工建设、土地开发利用及群众回迁安置，并
成为我县城区文明创建的难点和痛点。同时，此次已拆
除的房屋在存在消防等重大安全隐患的情况下，户主长
期以出租方式进行赢利，严重影响承租人生命财产安
全。

据了解，该区域6处房屋拆除后，仍有部分未批先建
违法建设，因涉及主楼安全原因暂未拆除，相关部门将
组织专家进行论证，拿出可行方案后拆除。 （陈晓峰）

8月12日上午，县委副书记李军先后检查了部
分老旧小区和小餐饮店，现场调度创国卫工作。

李军要求，各部门要严格对照《广德县创建国
家卫生县城工作实施方案》的规定，按照评审标准
要求，逐条对照，落实责任，强化举措，健全完善长
效管理机制，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强力推动推动创
卫工作，切实改善人民群众居住环境。 （管浩）

“小宝贝，别害怕!叔叔保护你，带你去找爸爸妈妈。”
郭志凯边说边把雨衣里的孩子裹紧了些，依偎在他怀里
的小家伙似懂非懂地笑了。8月10日16时53分，桃州镇
团山村纪委书记郭志凯和村应急小分队成员，正在对该
村22组水困村民余昌洋一家五口人实施紧急转移。

受台风“利奇马”影响，我县9日-11日经历强降雨
和大风天气过程，累计降水量 130-200毫米，部分地区
大到暴雨，同时阵风风力9到10级。疾风来袭，全县纪
检监察干部坚守一线、全力御“马”，冲锋在前、执着坚
守，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

“在极端恶劣天气下，我们党员干部无法完全保证
你们的财产不受到损失，但一定要保证你们的生命安
全不受到威胁。”8月 10日下午 14时至 16时，新杭镇纪
委书记袁雪涛一行来到金鸡笼村，对切坡建房和低洼
地区的危房户、沿河住户挨家挨户作动员。在劝离过
程中，袁雪涛一遍又一遍地耐心安抚着受灾群众。“我

镇四名纪检监察干部连续两天两夜奋战在一线，共组
织、参与转移23户65人，排除险情5处。”

“小潘，目前你继续值守库区内大桥位置，稍晚些
时候再安排同志们轮值。”8 月 10日夜 20时许，卢村乡
纪委书记王波对副书记潘骞嘱咐了几句后，便急匆匆
赶往清方村小余里一滚水坝查看水情。此处水势湍
急，身材娇小的王波和男同志一样蹚行在漫过膝盖的
积水里，带领村干部设置警示标志，提醒过往群众严禁
通行。凌晨时分，王波和村干部们又消失在黑夜里，前
往查看下一处险情......

“生命安全至上！深入一线的干部也要确保安
全！坚决打赢抗灾保卫战！”“做好危险地点群众转移，
同时更要做好自身安全保护！”“身处防汛一线的纪检
监察干部务必注意自身安全。”8月 10日夜 20时 10分，
柏垫镇工作微信群和纪检监察干部微信群里，消息提
醒声不断，该镇党委书记毛洋忠、纪委书记陈超反复强

调以自身安全保障人民群众安全。
8 月 10 日夜 21 时许，四合乡纪委委员黎玲玲踏着

泥泞的机耕路，借着微弱的手电光，走村入户做好隐患
排查......

8月 10日夜 22时许，太极洞纪工委书记查吉军与
风景区管委会副书记李昊、桃园村村干部等，再次冒雨
查看金钟卡水库......“利奇马”攻势不减，纪检监察干部
逆风不止步。

“在此次抗击台风过程中，全县纪检监察干部特别
是基层纪检监察干部，主动作为，冲在第一线。虽然身
处险境，仍然能做到严明纪律到位、监督检查到位、人
文关怀到位。”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感慨道，“目前台
风已经过境，接下来，我们将紧盯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
环节，着力加强对救灾款物管理和使用的监督，始终坚
持把纪律和监督挺在前面，以铁的纪律为抗台救灾提
供坚强保障。” （严文）

为进一步提升市民素质，巩固
提升文明创建成果，在全县营造人
人参与，人人有为的良好创建氛围，
由团县委主办，桃州镇团委、城管局
团支部、各志愿者协会共同承办的

“小小烟头换物 共建文明广德”公益
活动于8月12日正式启动。

此次活动共设置 20 个兑换点，
分设在全县的 5 个学雷锋志愿服务
站、桃州镇便民服务中心和 13 个城
市社区志愿服务台以及紫竹园小区
门卫室。活动一经发起，就迅速掀
起“烟头不落地 广德更文明”的活动
热潮。

傍晚，五个志愿服务站点“烟头
换物”火热进行中。市民广场志愿

服务站点内，华善志愿者协会的志
愿者早早做好准备，公益小天使耐
心接过捡拾来的烟头，认真数起来
丝毫不马虎；健康公园、法治公园志
愿服务站内，青芒志愿者协会、家和
社工的志愿者也迎来了热心公益的
市民朋友送来捡拾的烟头。

另一边，升平社区大厅内，两个
小女孩在家长的带领下来到 1 楼志
愿服务窗口，手中是她们今天的收
获，幸福的笑容挂在嘴角上，小朋友
和社区兑换奖品的工作人员一起数
了起来，整整80个，换来的糖果格外
的甜。社区兑换的加入让居民朋友
更方便，参与更积极。

随着活动的不断推进，越来越
多的市民朋友加入到“捡烟头”的队
伍中，推动了我县文明城市创建，也
让我们拥有更美好的生活环境。让
小小烟头不落地，也让广德更美
丽。 （濮阳隆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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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再次开展征迁“清零”行动

逆风而行者 铁肩担道义
——我县纪检监察干部全力抗击台风“利奇马”侧记

县领导调度
创国卫工作

要闻浏
览

八月流火，艳阳高照，在这个高温
“烤”验的季节里，县政府办从文明创建
难点、热点问题入手，紧盯“小问题”，推
动“大提升”。

该办将全体机关干部分成 3 个小
组，每天上午、下午定时赴共驻共建小
区汽配嘉园和汽配市场开展全天候常
态化创建。创建中，大家身着红马甲、
戴着小红帽，拿上铁锹、铲子、抹布、扫
帚等工具，清理违规种菜、擦拭健身器
材、铲除楼道广告、劝导乱停乱放......

烈日下，汗水浸湿了志愿者的衣
服，但大家热情丝毫不减，积极捍卫城
市文明。 （祝安可）

小小烟头换物 共建文明广德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在行动在行动

责编 王志兵 美编 宁艳

8 月 13 日上午，县委书记王庆武现场调度文明创
建工作。他强调，文明城市创建事关百姓福祉，事关
群众切身利益，各地各部门要始终坚持创建为民，对标
查漏补缺，不断提升城市文明形象和百姓获得感。县
委常委、宣传部长刘群，相关县直单位和乡镇负责人陪
同。

王庆武一行首先来到S215（祠山岗——太极洞段），

实地察看道路沿线环境卫生整治等情况，并认真听取相
关工作汇报，对新杭镇文明创建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肯
定，并要求，相关部门和新杭镇要进一步发扬苦干实干
的精神，不断巩固提升创建实效；要继续加大对乱停车、
乱堆乱放等不文明行为的治理和处罚力度，努力营造干
净、整洁、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桃园村要立即启动道
路沿线环境卫生整治，全面提升创建水平，确保迎检不

失分。
在邱村镇，王庆武仔细察看了集镇农贸市场、内河、

老农贸市场在建工地、停车场和小商品交易市场。他指
出，邱村镇文明创建工作很扎实，接下来，要做实做细各
项工作，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创建任务。

王庆武一行还来到誓节镇，实地察看集镇农贸市场
和道路沿线环境，并提出工作要求。 （吴靖）

王庆武现场调度文明创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