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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档案

沈丽，徐州市
委 宣 传 部 副 部 长 、
市文明办主任、市
文明城市创建办副
主任，长期从事精
神文明建设领域相
关工作，在文明城
市创建方面具有很
高的理论水平和丰
富的实践经验，亲
历并见证了徐州市
从参创省级文明城
市到获得全国文明
城市荣誉的全过程。

●徐州好人园：徐州好人园坐落在风景秀丽的云龙湖珠
山风景区内，于2013年9月23日建成开园，为徐州市公民
道德教育基地。

好人园占地面积2.9万平方米，主要由好人广场和好人塑
像区两部分组成。塑像入园者来自徐州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类
英模人物和道德典型，每年遴选2～3名，将其雕塑入园。园区
设有留言墙，方便参观者交流观园感受。在广泛征集社会各
界观园感想、感言的基础上，建立留言石，择其精要镌刻于上。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建理念：近年来，徐州市累计实施棚
户区改造 5806 万平方米，启动
500 个老旧小区综合环境整治，
一批农贸市场、解放中心、社区医
疗机构、中小学和幼儿园等公共
服务项目投入使用，市区建成区
绿化覆盖率达 43.6%，人民幸福
指数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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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为民惠民 突出共建共享
——徐州市文明城市创建的经验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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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打好翻身仗到打赢攻坚战

2002年，徐州市提出参创“省级文明
城市”，2005 年，徐州市获得“江苏省文
明城市”称号；2011年，徐州市入围全国
文明城市提名城市；2015年2月，再次入
围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但没有跨入全
国文明城市的行列。

2015年3月，徐州市制订实施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三年行动计划，力争在新一轮
评选中跨入全国文明城市行列。2016 年6
月，徐州市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
会，提出“打好翻身仗”的目标要求；
2016年12月，中央文明办测评徐州市取得
了全国地级市第九名的好成绩，完成了

“打好翻身仗”的目标。
2017年2月，徐州市召开全市创建推

进会，提出“打赢攻坚战”，再次调整创建
办公室，加大创建力度。

2017年3月，徐州市组织召开全市党政
机关事业单位文明单位创建推进会，要求
市、区两级机关单位只要是事业单位和机关
单位、行政单位必须参与文明单位创建。

2017年4月，徐州市举行交通秩序综
合整治工作启动仪式，出台《交通秩序综
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实施史上最严的交
通整治措施，即“礼让斑马线”。当年5月
份又专门在创建办成立了交通秩序工作
组，狠抓交通秩序。

2017年7月，徐州市以全省第二名的
成绩通过省级测评，9 月参评全国文明城
市，顺利通过了中央文明办的测评考核。
随后，徐州市提出“三不”要求，就是标
准不降、力度不减、队伍不散，一直到现
在。

2017 年 11 月 14 日中央文明网公布了
第八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徐州市以第五
名的成绩跨入全国文明城市行列。

这三年是徐州艰苦创建的三年、大打

快上的三年，取得了“打好翻身仗、打赢
攻坚战”的决定性胜利。

最关键最首要的是领导要重视

这个领导重视是各级领导的重视，首
先是市委书记、市长的重视，再接下来是
区领导和各部门领导以及各个街道领导的
高度重视。徐州市委、市政府把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作为提升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龙
头工程、提高城市文明程度的牛鼻子工
程、推动全面工作的重要抓手，把文明城
市创建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列入了全市
十三五规划，纳入各城区科学发展考核以
及市级机关绩效考核，举全市之力“打好
翻身仗、打赢攻坚战”，取得新成果。徐州
市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做的，每年文
明城市创建全部列入机关项目考核和县
（市）区考核。

整治要狠要硬

徐州市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一开始就下
决心啃硬骨头。因为徐州车多人多，脏乱
差现象非常严重，所以徐州市首先列出了
市容环境、交通秩序、社区小区、文明旅
游、窗口单位、乡镇面貌六大专项整治，
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打。该市采取媒体跟
踪的办法，发现问题不打招呼带着媒体就
去了，然后把区委书记、区长叫到现场，
面对面现场办公。刚开始市民投诉非常
多，市创建办每天都要接几十个、几百个
投诉电话，违章搭建、散养鸡鸭等问题都
是一个战役一个战役打，一个问题一个问
题地解决。同时，为了加强交通秩序服
务，48个区级机关开展分包路口服务，
还采取政府购买的方式包了 46 个路
口，对推动市民文明自觉遵守交通
规则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责任要压紧压实

首先是要强化责任分解。徐州
市实行的是处级干部包挂科级干部包
创，比如这个社区是哪个副区长包挂，

还要跟一个科级干部来包创。对照指标包
创，该市印了2个厚厚的大本子，上面有
2000多个点，全市所有的包挂点也就是测
评的点都在这里面，对标解决。创建办会
经常进行抽查，检查包挂、包创干部是不
是了解情况，是不是真抓实干。那阵子徐
州市很多的处级干部、科级干部口袋都装
了一张纸，上面记的是他包挂的社区的指
标以及还有几个点没达标。第二是强化考
核问责。徐州创建文明城市的一个好的办
法，就是周检查、月考核、季度考核和年
考核，强化问责追责。2015年以来，徐州
市累计问责处级干部 49 人、科级干部 44
人。2018年，在徐州市文明城市已经创建
成功后，该市还处理了2个科级干部、2个
处级干部。

精准创建精准整改

在创建过程中抓精准创建，坚决反对
“差不多”思想。首先是加强业务指导，针
对网上申报、实际考察和问卷调查这些环
节，累计组织解读专业培训22场，一线创
建人员有2万多人参加培训，收集档案资
料11万份。培训中，组织单位把所有的点
位、所有类别的指标印制成材料，全部下
发，一个一个解读，一个一个弄懂。第二
是突出典型示范，徐州市把36类重要的文
明城市指标抽出来，每一类都先培育先进
典型，要求各单位学习达标。第三是精准
整改问题，发现问题要求整改，然后再去

督察，进行“回头看”。

深化重点活动引领

通过创建保障重点活动开展，同时通
过重点活动开展推进文明城市创建。近年
来，徐州市先后开展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
年和淮海战役70周年红色教育活动、新婚
夫妇向烈士敬献鲜花活动、“我排队我文明
我快乐”活动、“文明徐州，温暖新春”等
各类志愿者服务行动，开展道德模范身边
好人进基层巡讲活动，组织文明单位评
选、文明礼仪养成教育和文明校园的创建
活动，开展传家训、立家规、扬家风主题
活动，承办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故事汇，
承办江苏省迈进新时代幸福舞起来广场舞
展演活动。今年3月1日，徐州市承办了中
国好人榜发布以及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
人现场交流活动，观看直播的网友达4300
万。

创建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近年来，徐州市累计实施棚户区改造
5806万平方米，启动500个老旧小区综合
环境整治，一批农贸市场、社区医疗机
构、中小学和幼儿园等公共服务项目投入
使用。城市功能进一步完善，持续强化生
态环境建设，累计新增造林65.5万亩，林
地覆盖率提高到 32.5%，市区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达 43.6%，从原来全省第七位提升
到第二位。市区公园绿地服务半径实现全
覆盖，出了家门500米之内就可以找到公
园绿地。徐州市先后获得联合国人居奖、
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全国

水生态文明城市等荣誉。
文明城市创建只有起点没有终

点，只有对照创建的要求和标准，
把各项创建工作落实，只有把功

夫都下在平时、下在日常，只
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推

进，文明城市才能取得令人民群
众满意的、长效的成果。

（本报记者张蕊整理报道）

本报记者 张 蕊

为彰显凡人善举，徐州制
定了一整套好人培树遴选机
制、激励帮扶机制和学习弘扬
机制，建设学好人、做好人、
帮好人的良好社会风尚。

近年来，徐州市好人文化
建设成效显著，在全国建设首
家好人园，设立好人基金1000
万元。徐州市有 3 人当选全国
道德模范、4 人获得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24人获得江苏省
道德模范奖和提名奖、113 人
当选中国好人、170 人当选江
苏好人，另外累计评选出各级
各类好人2.6万人。

徐州市深入推进好人阵地
十百千工程，目前全市有9个县
（市）区完成了好人园建设，全市
共有好人广场120个。

同时，徐州市成功举办中
国传统家居文化优秀家庭建设
学术研讨会和全国最美家庭讲
好家训现场会，家风家训建设
受到中宣部高度关注。群众性
精神文明建设广泛开展，全市
有19家全国文明单位、14家全
国文明村镇和 1 个全国文明校
园。

2017年12月12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徐州市贾汪区马庄村
视察调研时，对马庄村的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给予了高
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感慨地
说：“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很重
要，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是辩证法的观点，实施乡村振
兴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
抓，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
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精神风貌
怎么样，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
精神风貌。”

以“好人文化”引领精神文明建设

本报记者 张 蕊

在徐州市，市委常委会经
常会听取文明城市创建的专题
汇报。对照指标还有哪些点
没有达标，存在什么突出问
题……会上，全市市直有关部
门和相关县 （市） 区的主要负
责同志进行汇报，一一过关。

会上，有关单位会放一些
明察暗访的视频，视频上拍摄
的都是某个区、某个街道、某
个点、某个小巷存在的问题，
视频播放完以后，市委书记当
场点评。场景如下：某某书记
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某某区

长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什么
时间解决？而这个责任单位的
书记或者区长当场要立下军令
状，没有任何的理由可讲。

沈丽感慨地说，这也是徐
州市能够把一些老大难问题特
别是群众反映强烈、投诉多次
而难以解决的突出问题最终解
决掉的一个有效的办法，那就
是就是书记点单你去整改。

这只是徐州市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中领导带头、压实责任
的一个缩影。在徐州，这样的

“真刀真枪”处处可见，容不
得弄虚作假和偷懒耍滑，真
干、真改、真问责已成徐州常
态。

书记点单你来整改

本报记者 张 蕊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睢
宁县在乡风文明方面的做法引
起了记者关注。睢宁县坚持把
弘扬正能量、营造和谐环境作
为社区治理的根本手段，创新
实施“报纸户户送”工程，切
实将进村入户的过程，变成传
递党委声音、倾听群众心声的
过程。截至目前，已发放超
5000万份报纸。

从一开始的每周一刊，到
现在的一刊一发；从一开始的
群众对党委、政府工作不知

情，到现在的了然于心。睢宁
县干部群众说，发下去的是几
张薄纸，凝聚起的是厚厚人心。

如今，睢宁正能量得到有
力弘扬，农村闲人少了、好人
多了，牢骚少了、笑脸多了。
更重要的是家园变美了，机会
变多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
乡就业创业，为乡村振兴注入
最持久的动力。截至目前，睢
宁县共有 14 人当选中国好人、
18 人当选江苏好人、6 人进徐
州好人园。睢宁县共有省级文
明镇 7 个、省级文明村 （社
区） 10 个、市级文明镇 7 个、
市级文明村（社区）45个。

睢宁报纸户户送

徐州市好人园中心位置耸立着5根仁、义、礼、智、信柱形
宣传雕塑，展现徐州人重情重义、崇德向善的优良品格和风尚。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徐 州 市 第 十
九届樱花节上，10

余名女士展示中国文
化元素——旗袍风采。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徐州市大马路小学学生在参加春游活
动，放飞手中的纸飞机。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徐州市滨湖公园。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