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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大学习 每天学一点

①

②



32.晋江发展的许多经
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其体
育产业发展经验可概括为
“五坚持、五统筹”，请问
“五坚持”具体内容是什么？

答：1.坚持有所为、有
所不为，充分发挥比较优
势；2.坚持走外向型发展道
路；3.坚持体育、旅游、文
化三业互动；4.坚持打造区
位特色、产业特色和体制特
色的三统一；5.坚持全面规
划。

33.五年的学习让我们
收获了哪些？

答：1.让我们理清了发
展思路；2.找准了转型升级
的发展节拍；3.激发了改革
创新的活力；4.坚定了建成
和谐幸福生活的信心；5.提
振了拼搏进取、勇敢担当的

精气神。
34.学湖州晋江，学习

的关键点是什么？
答：1.实地感受两地在

践行新思想上的思路与成
效，合理借鉴两地高质量发
展的做法与经验。2.借鉴两
地创造性贯彻新思想的成功
做法，更好地把总书记的指
示要求、中央的决策部署与
省委省政府的具体安排结合
起来。3.进一步强化审时度
势、顺势而为的意识，坚定
抓住机遇、必有作为的信
念，增强扬长避短、乘势而
上的本领。4.进一步解放思
想、开阔视野、找准差距、
拓展思路，把两地的成熟做
法、先进经验与我市实际有
机结合，奋力开创我市高质
量发展新局面。

本报记者 张 鹏

文明于人，是一种崇高的境界；文明
于湖州，是一座城市不变的情怀。

作为“两山”理念诞生地、中国美丽
乡村发源地、“生态+”先行地，湖州一路
朝着振兴发展和百姓福祉深度融合的城市
梦想前进，2017 年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

成功创建之后，湖州提出了建设崇德
向善、繁华富庶、生态清丽、开放包容、
幸福宜居的更高水平的全国文明城市。

今年是湖州全国文明城市三年一次的
复评之年，全市上下以“连冠夺牌”和县
区“满堂红”为目标，通过文明城市建
设，展现出湖州“生态美、形象美、人文
美、产业美、和谐美”的五美形象，持续
擦亮“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城市品牌。

“创城”是目标，惠民是目的。湖州始
终把“创城”的落脚点锁定在造福于民
上，“创城”的步伐迅速转化为群众身边一
件件民生实事的落地。

就拿公厕而言，虽不起眼，却是关系
每个人“方便”的大事，也是全世界通用
的嗅觉语言和视觉语言。

走进湖州的湖滨公厕，干净、敞亮、
美观的感觉扑面而来，温馨的内装饰、洁
净的各式器具、清爽的环境，让人心生愉
悦。一份公厕保洁日检表显示，镜子、小
便池、坐便器、洗手池等设施，都有专人
按时清洗维护。

紧握“文明标尺”，改造“方便角落”。
湖州市区统一标准，出台了《湖州市公共厕
所建设和管理标准》，按照统一标识、统一色
彩、统一文化、统一制度，实行专人专管，对
市区的所有公厕进行了改造升级。

从老百姓最关心的事儿做起，从老百
姓最不满意的事儿改起。

背街小巷、小餐饮业等看似不起眼，
却与市民生活贴得很近。针对乱扔垃圾、道
路破损等“创城”中的短板，湖州通过开展

“十整治一完善”行动，明确了老旧小区、农
贸市场、小餐饮业、城中村等11项重点整治
任务，成立 11 个专项小组，对照问题清
单，实行挂图作战，逐项整改销号。

啃下了“硬骨头”，一批困扰制约文明
城市创建多年的老大难问题迎刃而解。

城乡文明一体化是湖州的特色，也是
湖州的优势。

湖州加大以城带乡力度，启动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115 个小城镇实现了美丽
蝶变。

德清县乾元镇在老县城的基础上进行
改造、改善和改良，精心打造了“清溪书
院”“风情小弄”等一批有记忆的街区、有
故事的里弄。

一幅幅生动的画卷阐释了湖州城乡一
体化的进程。湖州通过推进“8+x”载体
项目 （绘制一张蓝图、塑造一个城镇入
口、打造一条示范街、配备一个星级农贸
市场、配套一批设施、完善一个服务中
心、建设一个文化广场、建立一套有效机
制），着力打造了一批洁净宜居、布局合
理、特色鲜明、诗情画意的示范乡镇和小
集镇。

与此同时，湖州市开展以“讲卫生、
垃圾不落地，讲秩序、出门守规章，讲节
俭、办酒不铺张，讲和睦、邻里关系好”
为主要内容的“四讲”文明行动，着力解
决小城镇居民在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社
会风气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湖州始终坚持全民参与、众志成城、
合力攻坚、决战决胜，凝聚起一股宝贵的
精神力量，充盈城市温情，浸润千家万
户，文明蔚然成风。

在碧浪湖小区，原本单调的楼道墙壁
被有一面面“文明墙”取代。“心语心愿”
墙上有一棵手绘的大树，树枝上挂满了鲜
红的爱心，爱心上写着文明寄语；“文明之
歌”墙上，“以俭养德”“敬老爱幼”等文
明用语，幻化为一个个跃动的音符；“晒家
风说家训”墙上，小区居民纷纷晒出自己
的家风家训，与邻里分享……

打造具有居民特色的文明楼道，在营
造温馨和谐的文化氛围的同时，潜移默化
地提升了市民的文明素质。在湖州，像碧
浪湖小区这样的文明示范楼道共有2000多
个，被居民称为“家门口的新客厅”。

湖州始终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作为凝神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
作，落实落小落细，用心用神用力，使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步成为湖州人自觉的
行为准则，为湖州改革发展凝聚起强大的
正能量。

在湖州街头，设计精美、古色古香的
小品雕塑有300多座，有关文明宣传的公
益广告牌面积合计2万多平方米；建筑围
墙上，是传播文明的手绘图画，面积合计
达6万平方米；主次干道、背街小巷、窗
口单位、酒店、商场，文明元素随处可见。

为了营造浓厚的氛围，传递更多向善
力量，湖州还面向社会征集“湖州市民好

习惯”，并向全市31所中小学发放了9万本
《市民文明手册》，通过“大手拉小手”活
动，把文明行为延伸到每户家庭。

在湖州街头，鲜艳的“红马甲”是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2万余名志愿者、500余
支志愿服务团队走上街头、走进社区学校
开展志愿服务。

在“爱你一路”行动中，志愿者在重
点路口、路段和示范区域进行“创文明交
通、治秩序乱象”主题宣传，开展“礼让
斑马线”志愿服务；在“我微笑、我捡
起”行动中，志愿者在公园、广场、车
站、主要景观大道开展环境卫生服务，普
及垃圾分类知识；在“白大褂”行动中，
志愿者在医院开展导医挂号、维持排队秩
序等服务活动。包括图书馆、文化馆、少
年宫、医院、景区在内，湖州在浙江省率
先实现了城区128处场所选雷锋志愿服务
站全覆盖。

衣裳街是湖州的一条古街，漫步街
区，一幅幅工艺油画绘上墙头，一群群志
愿者活跃街头，一家家商店争当诚信表
率，一张张文明倡议书润物无声……

除了衣裳街，状元街历史文化街区、
太湖旅游度假区渔人码头也都建起了“诚
信一条街”。

随着诚信经营理念深入人心，湖州各

商家纷纷加入到放心消费、诚信经营、公
开承诺行列中。

文明创建，人人行动。湖州市民也以
各种各样的方式积极参与：十多年来坚持
在自家门口摆放免费茶水摊的市民楼祖
安，事迹平凡而感人；烈日下走上街头
画文明宣传画，爱山小学的师生友爱而
敬业；煮了五大锅绿豆汤免费送给志愿
者解暑降温，织里一双母女的行为温馨而
感人……

从目之所及到身之所感，南太湖之畔
的湖州，文明蔚然成风。

清丽湖州劲吹

本报记者 张 鹏

时装看巴黎，童装看织
里。素有“中国童装之都”美
誉的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其
繁华程度可见一斑。

当你漫步在织里的童装街
区，只见车辆有序停放在路边
停车位上，路上的车辆通行有
序。

“以前乱停乱放的现场经常
有，现在停车服务跟上了，大
家停车也更讲规矩了。”一位童
装店主如是说。

这是今年年初以来，吴兴
区全面开展“六大领域”提升
行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的创建成果之一。

“六大领域”提升行动涉及
公益广告、社区、市容环境、
市场餐饮、文明风尚和城乡共
建等。就以童装街区停车难的
问题为例，该镇通过科学规
划，新增了1.3万个停车位，有
效解决了这一难题。

该项行动还逐一清除了环
境卫生死角，提升了城市治理
能力，巩固了文明城市创建成
果。

让群众在家门口获得幸福感

本报记者 张 鹏

今年是全国文明城市三年
一次的复评之年，2017年成功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湖州，提
出了要夺取全国文明城市“两
连冠”和县区“满堂红”的目
标。

为全力做好文明城市复评
工作，进一步擦亮“在湖州看
见美丽中国”城市品牌，发挥
和调动社会力量关注参与全国
文明城市复评工作，4 月 24
日，湖州启动了文明城市“啄
木鸟”美丽行动。

该行动计划面向全市招募
60名“啄木鸟”美丽行动志愿
者，在招募令发出的当天，报
名人数就达到了180人。

据了解，“啄木鸟”美丽行
动志愿者将履行“巡查、调
查、反馈”的职责，坚持问
题导向，精准对照文明城市
标准，及时发现和反馈存在
的 民 生 痛 点 、 城 市 治 理 堵
点，努力拾遗补缺，为百姓
排忧解难。“啄木鸟”美丽行
动志愿者将通过“随手拍”等
方式，对城市不文明现象进行
拍摄记录，供相关部门参考整
改。

同时，“啄木鸟”美丽行动
志愿者还要利用各自日常生活
工作、健身散步的机会，深入
背街小巷、社区角落、基层一
线，进社区、进基层，用脚步
丈量城市文明，传递群众心
声，成为老百姓身边的流动

“意见箱”。

文明城市“啄木鸟”美丽行动启动

2017 年，湖州成功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2020年，我
市要确保成功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时间有早晚，但两地
都把“创城”的落脚点锁定
在造福于民上。

造福于民，就要从老百
姓最关心的事儿做起，从老
百姓最不满意的事儿改起。

从 公 厕 改 造 到 垃 圾 分
类，从统筹城乡发展到“创
城”人人参与，湖州成功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所总结的经

验很多，但每条经验都围绕
着惠民这个总目标。

我市以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为龙头，以“一城”带

“四城”，从“面子”到“里
子”，370万怀川儿女的获得
感、幸福感持续提升。

在 “ 创 城 ” 的 关 键 时
期，愿每个人都能贡献一分
自己的力量，让看得见的文
明之花、感受得到的文明之
风持续扮靓、温润山阳大
地。

余村街头立起的村规民约。

垃圾分类。

太湖古镇风光秀丽，让人流连忘返。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吉亚南摄）

➡湖州街头逛街的市民。

⬆湖州市衣裳街夜景。

⬆参观湖州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