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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文”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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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创建，文明让南阳更美好⑩

实干添彩南阳城
□全媒体记者 陈 杰 超 文/图

“发现问题—下发整改通知单—在规定时间内整改； 通知
单一式三份，当事人一份、督查组一份、追责组一份。 ”
定期发布督察问责通报， 对创建工作中排查出的不作为、
慢作为、乱作为等典型问题在媒体上进行了曝光。 对于置若罔
闻、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整改落实不力的，依照有关纪律规定
严格追责问责。
这是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督查工作的一个个缩影。
创建为民，为民创建。新一轮创建工作开展以来，我市健全
督查制度，创新督查形式，建立督查长效机制，从实处入手，从
点位抓起，通过打基础、补弱项、强攻坚，推动创建工作不断深
入，使整个城市面貌大为改观，文明素质明显提升，文明之花处
处绽放。

内河治理改善城市环境

创新督查机制
让城市环境美起来
“
创文”实施以来，市
“
创文”指挥部督查组
主动超前实施创建， 建立完善的督查推进机
制，推动四区、15 个牵头部门、52 个路长单位、
168 个社区分包部门和中心城区各部门深入
开展创建工作。针对社区、市场等 41 大项创建
薄弱事项，编织实地点位考核表，为创建精准
提升提供强有力支撑，特别针对中心城区藏污
纳垢社区、 背街小巷、 楼院创建实施全面、全
城、全域督导，建立了精准创建标准，实施了常
态、长效、常抓推进机制，确保全市创建工作落
到实处， 创建短板事项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中心城区创建成效显著提高。
老旧小区是城市的“
里子”，
“
里子” 的好
坏，与百姓的居住质量、利益福祉紧密相连。
为进一步改善老旧小区环境质量，提升居
民满意度、幸福感，市
“
创文”指挥部督查组制
定下发了《进一步加强中心城区城市社区精细

实施专项督查，让城市文明亮起来
“创文”不停歇，奋斗不止
步。 今年以来，特别是在新冠肺

前期对中心城区多个农贸市场
摸排暗访发现的情况，随即，督

每天走出家门就是新建的
“
寸草
园”小游园，几个退休老姐妹每

炎疫情防控工作严峻形势下，
市
“
创文”指挥部督查组推进创
建不停歇， 采用灵活机动的单
项督查方式，实施常态推进。

查组找准市场创建的工作重心
和突破口， 启动市指挥部专项
督导和联合督导行动， 有力推
进市场创建。

天在游园做做健身操， 唠唠家
常，别提多开心了。
结合阶段
“
创文”绿化提升工
作要求，市
“
创文”指挥部督查组

“真没想到如 今 的 农 贸 市
场还有专门的停车位， 以后开
车来买菜方便多了。 ”7 月 21
日， 多日未到农贸市场的市民
赵先生突然发现市城区老庄农
贸市场有了大改观。 整个市场

截至 6 月底，中心城区基本
完成了 13 个农贸市场和 29 个
综合市场的基础改造提升，形成
了以市场为主体， 以 15 分钟生
活圈便民菜店为补充的中心城
区集贸市场建设管理格局，不仅

加强绿化建成区精管养的督查。
同时，对游园建设进行专项督查，
市区合力高标准建设了如意湖、
梅城公园、月季园等 49 个公园游
园，98 个以
“
教育、宣传”和
“
服务
民生” 为主题的各类专业主题游

不仅干净有序， 而且门店设施
上档升级。
内部基础设施薄弱、 配套

优化了城区市场体系，也基本上
满足了市民日常生活需求。
推窗见绿，出门进园，是市

园， 极大满足了周边居民日益提
高的文化休养娱乐需求， 为广大
百姓提供
“
推窗见绿、出门见园、

设施不足、 管理经营无序等问
题，是市“创文”指挥部督查组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如
今，家住市城区七一路的周女士

行路见荫”的美好现实，使市民畅
享
“
创文”带来的绿色福利。 ②8

化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对楼院创建提出了
“
点
线成型化、责任网格化、打造连片化、管理规范
化”的原则，引导督促四区采用“先行打造亮

健全督查体制，让城市文明行稳致远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在创

作效率大幅提升，区级自查解决

与暗访相结合，全面督查与重点

点、逐项观摩点评、完善成型推广”的方法加以
实施。

建工作中， 督查组倾听民声、采
纳民意， 不断更新督查方式，建

问题能力迅速提高。
文明养狗是城市文明的表

督查相结合，突击性督查与经常
性督查相结合，进一步强化督查

卧龙区车站街道顺达社区老旧楼院集中，
所有楼院均建成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 是中
心城区少有的、 典型的老旧楼院，
“
脏乱差”的

立健全督查机制，让城市文明行
稳致远。
今年以来， 我市完善“
市、

现，也是广大市民的期盼。 针对
遛狗不拴绳等养狗不文明行为，
市
“
创文”指挥部、市城管委专门

举措。 通过抓大事，抓难事，抓急
事，确保督查成效。
付出总有回报。 在中央文明

环境面貌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
2019 年 8 月，车站街道筹措资金 500 余万元，
对该区域的老旧楼院进行了连片改造提升。拓
宽道路、粉刷墙体、安装充电桩、修建花坛等一

区”两级督查体系，推进创建有
效开展。 在具体工作中，对整治
任务重、 协调难度大的突出问
题，市指挥部督查组专项督导推

发布关于开展文明养犬专项治
理行动的通告，在中心城区范围
内组织开展文明养犬专项治理
行动。 督查组及时跟进，倡导市

办公布的 2018 年全国文明城市
测评结果中，我市在全国 113 个
地级市中位列第 23 名，在省内 7
个提名城市中位列第 2 名，实现

系列改造，深得居民群众的赞誉。
宛城区新华街道淯阳社区外贸家属院是
个名副其实的
“
80 后”小区，城市的变迁在它
的
“
脸上”留下了沧桑印记。 今年 5 月，通过持

进； 对共性或个性普遍问题，按
照属地管理原则督促辖区政府
管委会专项重点推进； 同时，按
照
“
主动排查、掌握实际、超前实

民人人充当督查员，个个抵制不
文明，并督导城管、社区采取具
体措施， 制止养狗不文明行为，
文明养犬专项治理行动取得明

了新一轮创建工作的
“
开门红”。
在 2019 年 全 国 文 明 城 市 测 评
中，我市在全国 113 个地级市中
位列第 16 名，省内第 2 名。

续改造，家属院看起来
“
年轻”了不少。 一走进
家属院，清洁的路面、精美的文化墙让人眼前

施”的原则，要求辖区组对各自
负责区域创建工作进行全面排
查整改、筛选上报、专项推进，全

显成效。
督查永远在路上。 日前，我
市
“
创文”督查正转变督查思路，

我们相信， 不久的将来，南
阳一定能成功摘得全国文明城
市的金牌。 ②8

面提升区级督查工作的主动性、
能动性、时效性和成效性。 通过

由被动向主动转变， 由单
一手段向丰富手段转变，

市、区两级多层次、大范围、无遗
漏的督导推进，中心城区创建工

务求使创建中的难点问题
得到有效解决。 坚持明查

一亮。
截至目前， 中心城区 1631 个居民楼院上
报创建，已打造居民楼院 1276 个，正在打造的
355 个，楼院达标率 77.8%。 老旧楼院换新颜，
配套设施逐渐全，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