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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峰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推进会上强调

开局就是决战 起步就要冲刺
凝心聚力确保全国文明城市创建首战告捷
张鸿斌主持 董文吉赖明诚参加
记者 杨奇 杨波
·· ·· ··

成功进入第五批浙江省文明县
（市、区）创建名单，文明城市创
建取得了阶段性明显成效。下
一步，要继续对照“百日攻坚”
目标要求和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测评体系，强力推进项目，强效
解决问题，强势宣传动员，坚定
坚决打好文明城市创建攻坚
战、持久战。
黄海峰强调，
思想上要再重
视。坚决避免和克服消极畏难、
厌烦倦怠、侥幸应付、推诿扯皮、
等待观望等五种错误心态，
牢固
树立
“创则创成，创则必成”
的信
念，
做到思想不惧、态度不烦、工
作不虚、任务不推、行动不等，以
更加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
迫感，在持续抓、深入抓中加快
全域推进、全面提升。攻坚上要
再加码。聚焦重点任务、关键环

9 月 14 日，我县召开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推进会，
回顾总结
前期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
的好经验、好做法，研究解决当
前存在的弱项和不足，
进一步统
一思想、鼓足干劲，全力以赴推
动下阶段创建工作。
县委书记、县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海峰
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张鸿斌主持。县领导董文
吉、赖明诚、徐恒辉、鲁连美、吴
克青、何烨锋、徐新勇等参加。
黄海峰指出，自全国文 明
城市创建启动以来，全县城乡
环境持续优化、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创建氛围日益浓厚，我县

节、突出问题，做到点上巩固提
升、线上整治规范、面上查漏补
缺，围绕“百日攻坚”行动，攻坚
克难、全力以赴，确保各项重点
工作有成效出亮点。合力上要
再凝聚。四套班子要带头督查
指导，网格单位要全力履职尽
责，重点部门要力量下沉社区，
社区小区要创新借力发力，真正
让创建活动成为全民知晓、全民
支持、全民参与的“人民战争”，
形成上下同欲、齐抓共管的创建
格局。机制上要再健全。要健
全赛绩亮榜机制，围绕十大重点
难点问题整治，建立红黄黑榜和
挂旗机制，倒逼文明创建提速提
质；要健全统筹推进机制，将文
明城市创建与老旧小区改造、民
生实事办理、共同富裕建设等工
作一体谋划、一体推进，持续放

大集成效应；要健全督查问责机
制，严肃处理“三不”行为，加强
督查结果运用，适时开展创建比
武，强化创建舆论监督，共同营
造比学赶超、争先创优的浓厚氛
围。
黄海峰要求，要持续加大专
项整治破题力度，做好倡导和严
管并抓并举，不断改善基础设
施，强化社区管理、突出党员带
头，以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要
冲刺的昂扬状态，凝心聚力、精
准发力、持续用力，确保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首战告捷，为共同富
裕领头雁建设增光添彩。
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网格工作汇报片，
李家坞等五个社区
“网格长”
、环
湖南路开发路等七条道路
“网格
长”汇报创建工作推进情况。

“ 外 卖 小 哥 ”化 身 文 明 使 者
传递文明和谐新风 汇聚文明创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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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改造
让城市“有爱无碍”
千岛湖镇创建无障碍社区提亮城市温暖度
记者 汪苏洁 通讯员 黄蔚凯
·· ··· ··· ···

无障碍通道，特殊人群可以从平
缓坡道直达大厅，沿着地标来到
“门口坡道可以专供轮椅进
专门设置的无障碍服务台，避免
出，以后你坐着轮椅进来就方便
了排队等候等环节，确保有需要
了，连厕所也增加了扶手……”日
的居民无障碍出入。
前，
千岛湖镇望湖社区党群服务中
自2017年以来，
新北社区、
南
心来了一位特殊
“客人”
，
时常来社
苑社区、
江滨社区先后成功创建省
区办事的肢体残疾人姜元女，
受邀
级无障碍社区，
今年望湖社区无障
来体验新增的无障碍坡道、
无障碍
碍改造也基本完成并通过现场验
卫生间等设施，
并针对体验感受提
收，
千岛湖镇正逐步通过无障碍社
出建议，
以便进一步提升改造。
区创建，提亮城市温暖度，为创建
无障碍建设是反映一个城市
全国文明城市增分添彩。
温度与包容度的最好“名片”，它
不仅如此，家庭无障碍改造、
保障老弱病残孕幼及其他行动障
公共场所无障碍改造提升也迎来
碍社会成员，自主安全地通行道 “高光时刻”。望湖社区积极实施
路、出入相关建筑物、搭乘公共交
无障碍设施进家庭项目，对接辖
通工具、交流信息、获得社区服务
区行动障碍人员家庭，协助开展
等生产生活需求。一个简单的坡
居住场所无障碍厕所改造、浴室
道，一个小小的标识，一个灵巧的
改建、安装自动晾衣杆等工作，进
扶手……公共场所任何一处细小
一步改善残疾人家庭配套设施和
的无障碍设施，都是一座城市文
出行条件，满足残疾人洗澡、如厕
明的缩影。
等基本生活需求。
而无障碍社区建设便是整个
姜元女如今就感受到了这份
无障碍建设的重中之重，它是一 “小确幸”
“
，我的店门口开通了无
项方便残疾人、老年人的爱心工
障碍通道，将台阶改成了斜坡，现
程，更是消除
“最后一公里”
、实现
在我去超市、药店、菜市场都很顺
“最多跑一次”的民心工程。
“我们
畅，再也不用担心坐着轮椅出门
社区改建了无障碍厕所，增设了
遇到麻烦了。”15 年前，因为车
无障碍服务台，提供了盲文书籍
祸，姜元女只能与轮椅为伴，出行
等，同时结合残障人士和行动不
不便让她一度被
“困”家中。如今
变老人的出行需求，在社区党群
她走出家门就能发现：各个斜坡
服务中心的斜坡上增加了扶手，
加装了扶手，公园、商场增设了坡
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让他们获
道 ，公 共 场 所 配 套 了 辅 助 器 械
得实实在在的便利感与幸福感。
”
……从出门到回家，整个闭环都
望湖社区党委书记汪泳涛说，除
畅行无阻，她感受到生活变得越
了无障碍语音播报系统和相关标
来越美好，因为这幅无障碍之城
识，社区便民服务中心还相应配
的暖色图景正缓缓铺开，让这座
套了位置优越的无障碍停车场和
城市变得
“有爱无碍”。

政务要览
◎9 月 14 日下午，全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暨生态环境问
题发现机制落地推进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副县长罗宝华在淳安分会场
参加。
（记者 王蕾）

西湖

淳安

合作推动
“飞地”企业
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
学习贯彻县委全会精神
通讯员 邵永忠 李伟
··· ··· ··

创全国文明城市 建美丽和谐淳安
记者 余青青 见习记者 张渊凯
通讯员 汪祥瑛 方园
··· ··· ··
“作为外卖骑手，我要以
身作则，带头行动，用自己的
行动影响每一位顾客，一起努
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身穿
蓝衣、头戴安全帽的“饿了么”
骑手吴淑华说。
9 月 13 日上午，在县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门口，聚集着
来自美团平台和饿了么平台
的 50 名外卖骑手。他们分别
穿着黄色和蓝色衣服，佩戴安

全帽和“文明使者”绶带，身边
停着摩托车或电瓶车，车上插
着两面红色旗帜，整个队伍十
分引人注目。
原来，这是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之“外卖小哥送文明”活
动 启 动 仪 式 现 场 ，仪 式 结 束
后，他们“化身”文明使者，拿
着“创全国文明城市致广大餐
饮商户的倡议书”和对市民朋
友文明提醒的宣传卡片，分两
条线路，前往千岛湖镇“清波
花园”附近的餐饮店、鱼街餐
饮店和大排档进行宣传。

“我接到订单了，要先去
商户那里取餐，再骑车给顾客
送餐。”美团骑手汪仙军边说
边向商户走去，
“您好，这是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宣传单，建
议顾客使用公勺公筷、适量点
餐。”取到餐食后，汪仙军便马
上骑摩托车去为顾客送餐。
“咚咚咚！”汪仙军敲了敲
顾客家的房门，
“您好，这是您
点的餐。送你一张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的宣传卡片，记得适
量点餐，光盘行动。”汪仙军告
诉记者，他从 2019 年开始跑
外卖，发现大家普遍越来越文
明了，相信以后会更好。
据了解，从今年开始，我

县启动为期三年的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文明城市创建
成为市民朋友的共同话题，参
与创建成为干部群众的共同
责任。
“ 在全县上下积极推进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过程中，
我们期望‘外卖小哥’能够成
为群众身边的文明示范者，带
头使用公筷公勺，坚持理性点
餐、光盘行动、剩食打包，拒食
野生动物，拒绝饮酒开车，模
范遵守交规，自觉文明交通，
树立良好的榜样。一起为创
建出力，传递文明和谐新风。”
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
示。

为进一步推动西湖区、淳安
县“飞地”企业区域大合作，提升
知识产权监管水平，打造共同致
富示范区，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近日，淳安、西湖两地的市场监督
管理局召集在西湖区注册登记的
部分“飞地”企业，座谈推进知识
产权工作相关事宜。
为使
“飞地”
企业全面精准把
握《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进一步
严格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通知》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
展全省规范专利申请行为专项行
动的通知》和《淳安县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工作
的实施意见》中关于知识产权十
一项政策补助，淳安县知识产权
负责人为与会企业详细解读了有
关知识产权政策。
同时，
就如何针对在西湖注册

的淳安
“飞地”
企业，
开展知识产权
保护与发展等问题，西湖、淳安两
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还签定了《关
于西湖、
淳安知识产权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就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
达成一致意见：
一是双方建立知识
产权工作定期会商机制，
以
“飞地”
知识产权企业所需为目标，
通过座
谈形式解决企业发展中的难点问
题；
二是双方建立知识产权协调机
制，
把在西湖区的
“飞地”
企业列入
双方服务维权保护名录，
双方协调
解决企业发展中的有关知识产权
问题；三是依据知识产权惠企政
策，对申报含金量高、具有示范引
领的发明专利、专利试点、示范企
业，实行
“飞地”惠企激励机制；四
是建立知识产权联动保护机制，
对
双方认定的西湖
“飞地”
企业，
建立
知识产权维权服务机制，
切实保护
企业的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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