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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区着力破解创建工作“五大难题” 
 

今年以来，开发区始终坚持“创建为民、创建惠民”总方

针，多管齐下、综合施策，着力破解创建工作难题。 
一、完善顶层设计，破解社区失管难题。针对社区管理中长

期存在着的重突击、重短期、轻机制、轻投入的问题，开发区

坚持顶层设计，确保社区创建工作有人干事、能干成事。一是

推行“网格化创建 全科型服务”。落实“三个五”责任制，将 46 个

社区划分为 251 个网格，股级以上干部担任网格指导员，在每

个网格都配备公安、市场监管、行政执法的力量，4000 余名行

政事业人员全部编入网格，周二周六网格日活动持续推进，确

保社区问题解决在网格。二是落实“门前五包”和楼道长责任制。

由各社区召集志愿者成立“门前五包”评比队伍，对社区范围内

商家店铺开展每日督导巡查，每月评比“门前五包”红黑榜，奖

优罚劣。小区每 3个楼道至少安排 1名楼道长，由楼道长监督带

动本楼道社区创建工作，打通社区创建最后一公里。三是落实

社区“一把扫帚扫到底”工作机制。 实施社区保洁第三方政府购

买服务，选择专业保洁公司，开展常态化保洁工作。四是严格

落实考核机制。出台《金华开发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督查考评办

法》，对社区创建问题实行日交办、周考核机制，2018 年交办

各类社区创建问题 19 万余个，评选“红黑社区”和“十佳网格”“十
差网格”，并将考核结果在《金华日报》上刊发，对连续落后社

区进行约谈问责。同步对物业公司进行量化考核，激发社区居

民对物业公司的反向监督。 
二、健全要素保障，破解设施落后难题。针对开发区老旧小

区多、城中村多、基础设施历史欠债多的特点，开发区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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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管委会高度重视，清醒认识到自身创建的薄弱环节，下定

决心下大力气给予破解。明确党工委管委会领导走街必走社区机

制，落实党工委管委会领导十联系机制，帮助解决社区难题；强

化投入，2018年投入社区创建资金达1.1亿元，着力实施特色街

巷打造、小区绿化补种、楼道洁化美化亮化、公益广告提升、

消防设施改造、小巷道路修补、线路规整等重点工程；由管委会

招标施工单位，统一标准、统一要求，强化施工管理，2018 年

全年增划停车泊位 45882 个，粉刷楼道 9508 个，补种绿化

319156 平方米，浇筑路面 38000 平方米，修复人行道 40000 余

平方米、路面破损 1500 余处。 
三、坚持严管重罚，破解社区“十大顽疾”。针对开发区社区

人口密集、流动性大、“十大顽疾”普遍存在的问题，开发区坚

持多部门联合行动，依法破解顽疾难题。率先开展拖车整治、

机动车泊位施划、“多兵团”联合作战、楼道粉刷、小区绿化、

小区内马路市场整治等专项行动，依法取缔了高畈、南市小区、

何宅、唐宅等马路市场；广泛开展公益广告全覆盖、“门前五包”
全覆盖、停车泊位施划、路面破损修复、建筑垃圾和陈旧垃圾

清理、破旧垃圾桶清理、“牛皮癣”广告清理、乱堆乱放清理、

占道经营整治、乱搭乱建整治、违规充电整治、沿街店面油污

整治、道路油污整治、道路硬隔离安装、垃圾房改造、志愿者

队伍组建、问题整改销号等 17 项重点工作清零行动；全面实施

组织小区楼道粉刷、小区绿化缺株补种、矮隔离安装和停车位

扩容、房前屋后乱堆放、餐饮行业“两证”、夜间占道经营、背

街小巷、城中村和小区乱停车、流动摊贩、志愿者队伍培训、

台账资料规范、小区车库改变用途、围剿牛皮癣、私拉电线充

电、违规敞养宠物犬等 13 项专项行动。2018 年共查处社区范围

机动车违法 20万余起、非机动车违法 10 万余起、拖移车辆 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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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辆。办理餐饮类处罚案件 1706 件。坚持“四疗法”清除牛皮癣

664715 处，处罚金额 13400 元，拘留人员 42 个。安装充电装

4400 个，直接发函四大运营商，劝阻私拉强弱电线 5000 余起，

处罚 437 余起。 
四、坚持全民创建，破解群众参与度不高问题。广大市民是

社区创建的主力，开发区始终坚持活动引导，把“创建靠大家”
贯穿始终。一是深入开展氛围营造工作。通过宣传车、宣传广

播和印发宣传资料等形式力宣传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最广

泛地发动市民参与文明创建活动。除党员志愿者歪还组织广场

舞大妈等力量参与社区创建工作。二是深入开展社区共建工

作。市区联动，认真组织开展“心连心、共创建”大走访活动，

广泛开展环境整治、志愿服务、文明劝导、创建宣传等活动，

促进共建社区生活环境和居民群众文明素质的共同提升。三是

组建创建志原者联盟。充分调动教师、医生的创建积极性和参与

度，安排开发区所有的学校、卫生院就近结对社区组建创建志

愿者联盟，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形成一批具有特色服务

项目、有影响力、常态化运行的示范阵地。四是深入开展主题

实践活动。组织开展“垃圾不落地 金开更美丽”“捡烟头兑鸡

蛋”“创建小天使”评比以及“门前五包”评选等主题实践活动，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学校师生、市民群众自觉克服不良行为方

式，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 
五、坚持示范引领，破解创建亮点不亮的问题。坚持打造特

色亮点，引领社区创建再上新台阶。组织开展示范社区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楼道、中小学校园、背街小巷、小区、公园广场、集

贸市场、乡镇主要道路、行政村、商铺等“十大示范”评比，开发

区坚持每月开展一个示范项目评比。通过树立标杆、表彰先进，

调动社区创建积极性，形成“你追我赶、赶超比拼”的工作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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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创建共同体，组织二环内市级文明示范社区与其它社区结对

共建，形成“社区创建共同体”，实现以优带弱，以点带面，最终

让盆景成风景，让示范引领创建，努力打造全域文明社区。 
 

婺城区 “四篇文章”补齐创建工作短板 
 

中央文明办公布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的 2018 年度

测评结果后，婺城区迅速组织学习，对标对表、补齐短板，为我

市创建工作继续展现婺城作为、贡献婺城力量。 
一、针对基础设施短板，做好“项目建设”文章。以能够迅速

改善城市形象、让老百姓得实惠的项目为重点，开展绿化补植、

立面整治、弱电规整、户厕改造、消防器材配备等 13 个项目建

设，要求各责任主体严格对照项目时限和具体要求落实落地，明

确“一图四清单”（任务清单、问题清单、短板清单、成效清单），

实行问题清单化、清单项目化、项目责任化。区创建办实时对项

目进程与工程质量进行跟踪与抽检，挂出作战图、倒排时间表全

力推进。 
二、针对城市顽疾短板，做好“依法执法”文章。继续深入开

展“双十”行动，强化城市治理，从“小”入手，以“实”求进，特别

是马路市场、夜市、私搭乱建、户外广告、亭棚、背街小巷、停

车秩序、牛皮癣、占道经营和流动摊点等十大顽疾，综合执法、

市场监管、建设、交警等部门认真按照职责要求，定期组织开展

联合执法行动，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的检查执法

力度，网格化、精细化的管理理念渗透到日常管理的每个细节。 
三、针对创建力量短板，做好“群众参与”文章。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关键在人。通过组织开展“群众参与年”系列活动，积极

动员全区党员干部、市民群众、社会各方面力量自觉自愿支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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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进一步形成文明创建合力，巩固提升文

明创建成果；不断提升效率，加快节奏，以“基础设施建设年、

市民创文参与年、城乡管理提升年”为载体，着力在体制机制、

基础设施、社区文明、公益宣传、文明素质、工作效能等方面实

施提升工程，运用好“晒拼创”“红黑榜”等激励机制，强化督查考

核。 
四是针对文明素养短板，做好“人文婺城”文章。继续开展“草

根奖”“闪光婺星”“身边好人”“最美人物”等先进评选，持续挖掘打

造亲民鲜明的服务形象，放大婺城创建中出现的好人、好事，用

典型的力量激励和带动全社会做好人、扬正气、促和谐，营造浓

厚的创建氛围，持续为“人文婺城”品牌增色，促使婺城好故事、

好声音、好环境的涌现与形成。 
 
金东区“三三模式”全方位布局公益广告宣传 

 
金东区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注重机制完善、

内涵提升、平台建设，推动公益广告成为传播文明理念、展现地

域文化、彰显城市文明的最美“风景线”。 
一、健全三大机制，实现强基固本。一是建立工作协调机制。

围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这一主线，以弘扬社会文明风尚为重点，

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做好年度公益广告宣传计划，制定下发《金

东区公益宣传“八进”实施方案》和《关于做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公益广告设置工作的通知》，细化阵地划分和责任分解。区委宣

传部、文明办、市场管理局、新区重点办等 10 家单位组成公益

广告宣传联席会议，定期分析全区公益广告宣传情况，及时发现

和解决工作中碰到的问题。二是强化督导考评机制。将公益广告

宣传情况纳入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纳入文明单位、文明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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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文明村镇创建的范畴。下发《关于开展公益广告全面

排查的通知》，明确各责任单位遵循“谁管辖、谁设置、谁管理、

谁维护”的原则，对公益广告进行日常设置、维护和管理，确保

公益广告刊载传播有人管、管到位。三是拓宽资金投入渠道。设

置公益广告宣传活动专项经费，全年投入 1200 万用于公益广告

阵地建设和制作发布工作，同时以襄赞、冠名等方式，从 86 家

市级以上文明单位中筛选出 12 家信誉度高、形象良好的文明单

位参与公益广告宣传，形成多元筹资渠道，确保公益广告宣传的

常态化。 
二、做实三大内容库，拨动群众“心弦”。一是建“精品库”。

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讲文明树新风、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新时代金华精神等为公益宣传主题，征集遴选出

28 个视频类公益广告和 300 幅平面类公益宣传优秀作品收入精

品库，注重精准投放，提升公益宣传整体水平。二是建“点位

库”。对全区公益广告点位进行全面摸排，在公园广场、小区社

区、及 15 条主次干道、建筑工地围挡等统一设置公益广告，累

计设置墙绘 8000 余平方米，制作喷绘公益广告 3000 余平方，绿

地温馨提示牌 1600 多块。三是建“示范库”。选取施光南音乐广

场、艾青文化公园为公益广告宣传建设示范点，联合优秀设计团

队，深入现场指导公益广告规划、设计、制作、安装全过程，以

宣传栏、景观小品、电子屏、为载体，以历年评选出 53 的名道

德模范的真人真事为素材，在艾青文化公园制作好人墙 80 余米，

在示范点共设置核心价值观 50 处，宣传展示廊 5 条，沿东阳江

设置“图说价值观”65 组，营造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与公园景观

和谐统一的美好景象。 
三、搭好三大平台，渗入市民生活。一是引导户外商业载体

刊播，确保公益广告“处处见”。全区范围内 8 处大型高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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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刚架桥身、一千余个路灯箱和路旗等商业广告载体，常态化刊

播核心价值观、“信义金华”“和美金东”等公益广告，实施人文文

化公益广告载体建设工程，在新城区和火车南站范围内宣传施光

南音乐文化和艾青诗歌文化。二是构建媒体宣传新格局，助力确

保公益广告“天天见”。在《今日金东》、“金东新闻网”“掌上金

东”“金东发布”等平台大力刊登核心价值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等各类公益广告，针对不同时段和不同受众，精准推送“文
明出行”“文明用餐”“文明节庆”等各类主题，开辟专栏宣传报道

创建动态和先进做法，截止目前，共推出正面宣传工作报道 95
次，挖掘并报道各行各业创建典型模范 23 例。三是开展社会宣

传活动，确保公益宣传“准时见”。机关党员干部利用每周六党员

进社区和“心连心 共创建”活动上门入户宣传创建知识建倡议书

3 万多份，印制发放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宣传品 5 万余份。“宣传

流动小喇叭”、宣传车每日早晚 8 点在社区巡回宣传公益内容，

在“我们的节日”各大时间节点，开展“邻里一家亲 共创文明城”
巡演和“文明金华 和美金东”等 100 多次主题晚会，以群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宣传创建和新时代文明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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