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创共建全国文明城市
啃“硬骨头”、
下硬功夫，
我区加大市场文明创建力度——

对标对表 全面整改
□本报记者 于春芝 本报通讯员 韩哲 苏杰

“咱们划了停车线，请将车子往里
面移一移。”3 月 29 日下午，文明劝导
员吴金星劝导一位前来郭家庵便民市
场购物的市民，随后车子又重新停放
至停车线内。
郭家庵便民市场辐射郭家庵、十
二里庄、玫瑰公馆等周边 7 个小区，来
往顾客多，车辆乱停乱放现象易反复
出现，治理难度大，是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整治工作中的“硬骨头”。近期，这
个问题得到了缓解。
原来，就在 10 多天前，市场聘请
了 7 名文明劝导员，每天 7：30，他们准
时开始一天的工作，全方位地对市场
进行“扫描”，对发现的不文明行为上
前劝导。
文明劝导只是郭家庵便民市场改
变车辆乱停乱放现象的一个缩影。据
市场经理王福明介绍，近日，市场新施
划了 413.7 米的非机动车停车线，在市
场北门南门共施划了 97 平方米的禁
停网。
自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誓师大
会上指出郭家庵便民市场存在乱堆杂
物、秩序混乱等问题后，我区高度重
视，要求各职能部门下硬功夫、不折不
扣抓好整改。

郭家庵便民市场门口施划禁停网。记者 于春芝 摄
3 月 12 日，誓师大会第二天，区综
合执法部、长河街道等相关职能部门
在郭家庵便民市场现场办公，针对创
建氛围、环境卫生、经营秩序等方面，
对照创建标准，列出问题清单，限期整
改到位。

区综合执法部每天派出执法人
员，协助市场规范秩序，对市场内占道
经营、垃圾清理不及时等问题进行督
导；长河街道落实属地治理责任，加大
检查力度的同时，从人力、物力等方面
增加投入，对市场环境卫生、基础设施

建设、经营秩序等进行全方位整治，同
时为市场增派 4 名保安人员开展不间
断巡查。
王福明介绍，对于市场存在的占
道经营、乱堆乱放问题，他们已经进行
整改，占道商品全部搬进商铺内、杂物
全部清理，同时与经营业户签订了“门
前五包”
协议。
按照“随处可见、氛围浓烈”标准，
区综合执法部还将为市场更换 30 块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公益广告牌，营造
全员参与创建的氛围。
长河街道办副主任马俊强表示，
他们将继续加强管理，让便民市场文
明创建常态长效，确保问题不反弹、不
反复。
“坚持问题导向，发现问题是我们
工作的出发点，不遗余力解决问题是
我们工作的落脚点。”区党工委委员、
综合执法部部长赵文彬表示，作为展
示城市文明形象的重要名片，全区将
通过各项整治举措，规范市场管理，补
齐工作短板。区综合执法部也以此为
契机，在郭家庵、小申、八里庄等 3 个
便民市场及兆光商贸城，开展全面排
查，继续加大整治力度，多方联动，让
百姓
“菜篮子”
拎得更舒心。

遇到路人摔倒，
张金昊等 4 位小学生上前扶起，
一直陪伴至家属赶来——

他们用行动回答“扶不扶”
□本报记者 于春芝 本报通讯员 周桐旭 张文静

李女士（左一）将锦旗送至学校

3 月 24 日，新城市花园居民李女士
将一面写有“困难之时伸援手 助人为乐
显真情”的锦旗送到了康博小学，并将买
来的学习用品送到六年级三班的张金
昊、唐荣妍、李凌峰、刘子豪 4 位同学手
中，
再次感谢他们曾给予她的帮助。
时间回到去年 11 月 2 日 13 时，李女
士骑电动车行至常兴路与体育路交叉口
时，
忽然摔倒在路上。
“您没事吧？”上学路上，张金昊、唐
荣妍、李凌峰、刘子豪 4 人，看到倒地的
李女士，下巴和围巾上还带着血迹，立马
上前，将她慢慢扶起，搀到路边，并询问
她家属电话。
“接到电话后，我以为她被车撞了。”
李女士的丈夫说，他立即赶至现场，看到
有 4 位学生正在马路边陪着妻子，听了
大家的描述知道事情的原委。
“当时摔得失去意识，面部受伤也严

重，不能说话，幸好几位同学帮了我一
把。”李女士说，后来询问得知，帮助她的
4 位同学是康博小学六年级三班的学生，
身体完全恢复后她就来到学校，亲自向
他们表达谢意。
“‘扶不扶’，4 位同学用实际行动给
出了答案。谢谢他们，也谢谢学校培养
了这么优秀的学生。”说到激动之处，泪
水湿润了李女士的眼眶。
“我们将德育工作融入文明校园创
建工作中，在学校里像张金昊一样的好
少年还有很多。”康博小学校长刘雪峰表
示，这些同学用实际行动弘扬社会正能
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道
德风尚的引领者。
3 月 29 日，康博小学向张金昊等人
颁发了“雷锋好少年”荣誉奖状。副校长
李霞表示，希望他们继续把雷锋精神发
扬下去，
传递到每个学生内心深处。

责编：王志强 于春芝 组版：于春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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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经济发展部——

推进诚信示范街区
建设
本报讯（周翔超）3 月 30 日，区经济发展部在德州市首
批“诚信示范街区”董子文化街组织开展了德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诚信示范街区”主题活动，以进一步深化“诚信示
范街区”建设，经济发展部分管负责人、董子文化街经营户
参加。
本次活动以“传承诚实守信 践行营商文明”为主题，
主要围绕信用体系、信用应用、信用服务、信用文化等方
面展开。座谈会上，鼓励经营户争当诚信经营典范，带头
传递诚实守信正能量，带动全区各行业、单位、商户，积极
参与诚信示范街区、诚信示范店创建活动，形成诚信建设
工作合力，以诚信经营助力文明城市创建。会上，还共同
观看了《老杨的盛夏》等信用宣传片，董子文化街相关负
责人、经营户代表分别作了表态发言。
座谈会后，参会者深入到董子文化街现场逐户发放社
会信用知识、
《山东省社会信用条例》手册、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宣传页等材料。

3 月 30 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在袁桥社区临街
商铺张贴清明节防火宣传海报。当天，大队开展清明节前
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检查组重点针对临街商铺中的宾馆、
超市等安全出口不畅、消防设施损坏等问题展开检查，同
时还通过向过往群众、商家发放防火宣传单页提醒群众注
意用火安全。
记者 路龙帅 通讯员 陈宝滨 高美娟 摄

宋官屯街道举办主题活动

倡导绿色生活
崇尚勤俭节约
本报讯（阎攀攀）3 月 24 日下午，宋官屯街道在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开展“倡导绿色生活 崇尚勤俭节约”主题宣讲，
辖区 20 余名居民参加。
宣讲邀请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员杨丙文主讲，围
绕现在广泛热议的“厉行勤俭节约 反对铺张浪费”这一话
题，就“饭菜是怎么来的”
“如何理性消费”等进行了深入讲
述，同时让大家观看饭店就餐、宴会、宴席等铺张浪费图
片，引导居民牢固树立节约的思想，最后与大家展开了深
入探讨。
“今后，我将积极行动起来，带头杜绝‘舌尖上的浪
费’，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大力弘扬勤俭节约美德，争
做践行节俭生活方式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十二里庄小区
居民表示。

社区生活

司机突发疾病 交警及时送医
本报讯（记者 李晓楠 通讯员 赵庆
川）3 月 26 日下午 2 点左右，德州经开区
三八东路交通银行路口发生惊险一幕，
一驾驶员等红灯时左侧身体突然失去
知觉，车辆停在路口一动不动，该路
口执勤交警及时上前救助。
据现场执勤交警曹梒介绍，当时
该车停在由东向南的左转待转车道
上，左转信号灯亮起时，该车仍旧一

动不动，严重影响后面车辆正常通
行，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曹梒随即
上前查看情况，此时，车内驾驶员向
民警救助，称自己左侧身体失去知
觉，没法开车。
了解情况后，曹梒示意后方车辆
先行通过，然后在确保轿车制动的情
况下，尝试将驾驶员带离待转区挪至
安全区域。因驾驶员身体呈瘫软状

态，曹梒几次尝试后未能挪动他，随
后立即与指挥中心联系并拨打 120 急
救电话。附近热心市民发现这一情况
后也纷纷前来帮助，协助曹梒将驾驶
员背至路口安全岛，并将车辆开至安
全区域。
在安全区，曹梒一边拍打驾驶员
身体，缓解其身体僵硬情况，一边向
指挥中心汇报现场情况，短暂等待后

骑警张国时与救护车辆先后到达现
场，交警、热心市民与医务人员一同
将驾驶员抬上救护车。
与前来替班的执勤交警简单交接
后，曹梒与张国时一同前往德州市人
民医院。一路上警用摩托开道，仅用
时 7 分钟他们就到达医院。在确保驾驶
员得到妥善治疗后，曹梒、张国时再
次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3 月 26 日上午，长河街道东海社区联合市城管
局经开分局共同开展“萌宠相伴 文明相随”文明养
犬主题服务活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一起向市民宣
传文明养犬的要求，同时向养犬居民赠送“狗套和
狗绳”
礼包，
并现场解答了居民关于养犬的问题。
王晴 摄

堤口社区实施“微改造”

祭英雄 学榜样
3 月 31 日下午，在德州市烈士陵园，
我区各镇街机关干部、中小学生等共 100
人静立默哀、
献花，
共同缅怀革命英烈。4
月 4 日是清明节，为弘扬先烈们的英雄精
神，学习英烈的爱国理念，结合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主题实践活动，
我区组织开展了
此次“祭英雄 学榜样”
清明节活动。
记者 刘振兴 通讯员 韩哲 摄

7 个充电棚建成
本报讯（颜璎春）近日，长河街道堤口社区新建
成 7 个充电棚，解决辖区居民电动车充电难、停车难
问题。
新建成的充电车棚地面铺了吸水砖，顶棚覆盖
蓝色太阳光板，
边侧安装充电桩，
整体宽敞美观。
充电棚建设前，社区工作人员曾到多地进行实
地参观、考察，根据堤口社区实际情况，划分安装面
积、安装区域、充电插口数量、充电功率等。按照
“集
中安装充电棚是一件利民的好事，既要方便居民使
用，也要方便物业管理”的原则，工作人员科学布局
充电棚建点，
利用 1 个月时间建成 7 个充电棚。
“车棚投用后既解决了居民电动车乱停乱放问
题，又方便了居民电动车充电的日常需求。”社区工
作人员表示，社区的“微改造”要让辖区居民真切感
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