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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袁少华 王建喜 蓝洁雯）昨日上
午，由市人大代表组成的调研组调研我市的文明创建
及文明行为促进情况。调研组对标创文测评标准分别
对市辖三区的创文工作进行视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副书记、副主任杨小明，副主任邓小杰、林岚、陈曦，秘
书长高振忠等参加了调研。

据了解，经过近年来的文明创建工作，我市城市
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城市管理水平得到了提高，
市民文明素质得到了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进一步增强，涌现出诚信体系建设、风度书房建设、
礼让斑马线活动等诸多亮点。但是作为一个老工业
城市，进行文明创建还存在着不少困难与短板，如城
市基础设施较差，城市管理精细化有待进一步提高
等问题。为了推进文明城市创建步伐，市人大常委
会组织了部分人大代表开展此次调研活动。

调研组兵分三路展开调研工作。此次调研的地
方包括：浈江区的执信路社区、韶南大道、老东门社
区、风度路步行街等地，武江区侨新小区、小阳山、粤
北医院、向阳小区等地，曲江区城区沈屋路、中心市

场、江畔市场、沿堤路等地，调研范围涵盖了主次干
道、社区、商贸大街、农贸市场、背街小巷、城中村等
创文的重点与难点区域。调研组着重检查了主次干
道交通状况、重点场所的环境卫生、市民文明习惯及

文明行为等方面情况，对乱停放、乱摆卖、乱张贴等
城市“六乱”现象以及社区或居委会等基层工作人员
开展创文工作遇到的困难等进行了详细了解。

市人大代表兵分三路调研我市文明创建及文明行为促进情况

从立法层面解决创文难题

雨夜，市区某酒店，一孕妇因与爱人发生争吵，
一时气急，竟偷偷从卫生间窗户爬到四楼窗外墙
边。宽仅 40多厘米的外墙水泥板又湿又滑，又没有
辅助围栏，万一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接警赶来
的浈江公安分局南门派出所民警文二民见此险状，
惊出一身冷汗！劝说孕妇无效后，他急中生智叫上

一同出警的民警，用绳子将他的腰带拉住，然后他小
心翼翼爬出窗外，用随身携带的手铐将自己和孕妇
的手拷在一起，以防孕妇跌落。后在增援消防员的
帮助下，成功施救出该孕妇。

今年 1 月 17 日 16 时许，在韶关市区人流密集的
步行街，两名男子正下手扒窃一名女子的物品。说
时迟，那时快，南门派出所便衣民警箭步冲上，以迅
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两男子控制住，从其身上搜出刚
扒窃得手的手机一台。围观群众鼓掌喝彩。

这是南门派出所民警“该出手时就出手”，毫不
犹豫舍身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个缩影。

说起这个有着几十年历史的南门派出所，不得
不让人对其刮目相看，情不自禁要点赞。

闪亮的“光荣榜”“荣誉墙”

近年来，南门派出所先后荣立“集体三等功”2次，
有两名民警荣获“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荣誉称号，两名
民警荣获“全省优秀人民警察”荣誉称号。一名民警
荣立“个人二等功”，16人次荣立“个人三等功”，一名
民警被评为“广东省户政系统优秀工作者”，一名民
警被评为“广东公安业务能手”……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问题成为
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议题。今年全国“两会”
报告提出，“让老年人拥有幸福的晚年，后来人就有
可期的未来。”

据市民政部门统计，韶关 60岁以上老年人约 43
万人。如何让老年人安享有质量的晚年生活？民之
所盼，施政所向。近年来，我市将发展居家养老服务
作为整个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积极规划建立县
（市、区）、街道（乡镇）、社区（村）三级居家养老服务网
络，使居家生活的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的广泛支持。

2016 至 2018 年，全市安排市级福彩公益金 1100

万元，在武江区、浈江区的 10个街道（镇），各建立一
个街（镇）一级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试点。

试点以无偿服务为主，低偿、有偿服务为辅的服
务方式，为社区内年满 60 周岁及 60 岁以上的老年
人，主要是“三无”、高龄、独居、特困等老人，提供日
托照护、日常生活照料、康复保健、配餐助餐、文化娱
乐等居家养老服务。

居家养老：老年生活多姿多彩

4月 18日，韶关陈氏针绣的创始人陈小琴应邀到
十里亭镇城市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了一堂特别的韶

绣课堂——“绣”出幸福生活。前来听课的是平均年
龄在 65岁以上的社区老人，他们活到老学到老，津津
有味地聆听老师讲解“韶绣”的起源与发展，韶绣针
绣工艺流程和相关制作方法等。

本报讯 昨日下午，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领
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全面推行河
长制系列决策部署和省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领导小
组第一次会议精神，总结 2018年我市全面推行河长
制工作情况，研究部署当前及下一阶段河长制重点
工作。市委书记、市第一总河长李红军主持会议，市
长、市总河长殷焕明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以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指引，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
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抓住水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

期、攻坚期和窗口期，坚持问题导向，狠抓工作重点
难点，推进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一要全面加
强水污染治理，按照“截污水、关猪场、打偷排、保好
水”的思路，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全力推进大陂河、
沐溪河等重点河段及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坚决
防止出现黑臭水体。二要全力推进河湖“清四乱”

“五清”专项行动，认真研究对策措施，找准问题根
源，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在规定时间节点完成任务。
三要加快实施万里“碧道”工程，高标准制定建设规
划，因地制宜，将治污、治水、治岸与景观、历史人文
等相结合，让河流回归自然，打造“河清岸绿、鱼翔浅
底”的生态廊道。四要扎实做好水资源保护和水资
源生态修复工作，坚持流域统筹、强化源头控制，落
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推动河流水质持续稳定
向好。五要强化水生态环境基础建设，用最严格制
度最严密法治保护水生态环境，持续保持水生态环
境执法高压态势，加快形成水生态环境共建共治共

享格局。
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举措，推

动河长制从全面建立到全面见效。各级河长要明确
目标、定期巡河、研究解决具体问题，真正做到守河
有责、守河担责、守河尽责。各成员单位要树立“一
盘棋”思想，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协同作
战，形成群策群力、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要严格监
督考核和问责追责，对存在“表面巡河”“假装巡河”

“敷衍巡河”等流于形式、履职不到位的河长要严肃
约谈，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要严格依规追责。

会议听取了我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情况汇
报。市住建管理局、市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及
浈江区、曲江区主要负责同志作了汇报发言。

市领导朱余旺、华旭初、高冬瑞，市政府副厅级
干部王伟阳，各县（市、区）第一总河长，市全面推行
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韶关日报记者 李赟 通讯员 易贤辉

本报讯 近日，市委、市政府对2019年1-4月各
县（市、区）和 3-4月市直单位有关工作被省通报表
扬和通报批评情况进行了集中通报。记者从通报上
看到，我市共有28项工作成效明显获省通报表扬。

梳理榜单不难发现，我市在经济向好、创新加
速的同时，乡镇人大、司法、财政管理、工业项目落
地、国省道新改建等工作也在全省范围脱颖而出，
受到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肯定，城市发展“正能
量”持续迸发。

其中，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被司法部评为“全国
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先进集体”，武江区重阳镇人民
代表大会主席团、曲江区樟市镇人民代表大会主
席团、新丰县梅坑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乳源一
六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新丰县人大常委会机
关被授予“广东省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先进集
体”。市公路局 2018年国省道新改建及路面改造
工程、市司法局积极推进刑事执行一体化工作成
绩突出，获省通报表扬。“韶关市推进县级公安机
关领导干部异地交流”工作经验介绍作为经验予
以推广；浈江区科学技术协会组织的 2018 年“全
国科普日”暨健康万步行活动、市文广旅体的体育
彩票“责任彩票工作”“渠道建设工作”因表现突
出，被省通报表扬。市发改局、曲江区人大常委会
办公室驻马坝镇工作队被评为“广东省 2016-2018
年脱贫攻坚工作突出贡献集体”。

此外，还有部分部门工作表现亮眼，在全省排
名第 1 获省通报表扬，包括全省 13 个血吸虫病防
治工作中仁化县排名第 1；市委办公室 2018 年向
省委报备党内规范性文件报备审查通过率为
100%，在全省 21 个地级以上市中排名并列第 1；
市审计局 2018年第三、四季度审计统计工作质量
考核得分满分，在全省 21个地级以上市排名并列
第 1；2019年 1-3月，市工信局、莞韶对口帮扶指挥
部推动 10个亿元以上工业项目落地建设，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的 50%，在全省 8 对结对帮扶市中排
名并列第 1；市财政局 2019 年新增债券支出进度
与其他八个地市并列全省第 1；市科技局推动新增
众创空间 7家，同比增长 75%，增速全省第 1。

除了上述工作受省通报表扬外，我市的河
湖“清四乱”、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资金预算执行等工作由于进展较慢被省通
报批评。

通报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树立争先进位的意
识，紧贴全市中心工作谋划行业发展，在争当粤北
生态发展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中建功立业，在服务
大局中开拓创新，找准问题，找出差距，切实采取有
力措施确保各项工作优质高效完成，不断推进全市
社会经济建设又好又快发展。韶关日报记者 黄俊

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

推动河长制全面见效
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

我市28项工作成效明显

获省通报表扬

全市上下形成
你追我赶良好氛围

铮铮誓言：打造市区金牌派出所
——浈江公安分局南门派出所风采录

韶关日报记者 魏生革 通讯员 刘振国

社区居家养老：让幸福晚年未来可期
韶关日报记者 薛柏华 通讯员 曾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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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前日下午，市国卫办督导组深入武
江区医院、车站、社区等公共场所，督查禁烟、控烟
开展情况。督导组要求市区各部门进一步加强禁
烟、控烟工作，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营
造浓厚的社会氛围，助推市区巩卫创文深入开展。

在韶关市中医院，督查组发现该医院在挂号
收费大厅、医诊室、过道、电梯、会议室、公厕等场
所都张贴了禁烟标识，在医院医技楼外面设立了
吸烟区，大厅导医台还组织了控烟劝导员，整个医
院的禁烟、控烟氛围较浓。

西河汽车站在候车大厅设了健康教育宣传
栏，车站外设立了吸烟区，但候车厅、购票厅等场
所张贴的禁烟标识不明显，禁烟、控烟的氛围不
浓。吸烟区封闭不通风，不符合吸烟区的标准。
车站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按照督导组发现的问题
积极进行整改，在醒目的地方张贴禁烟标识或者
通过广播对禁烟、控烟进行宣传，以营造良好的禁
烟、控烟氛围。惠民西社区也按要求设立了健康
教育宣传栏，办事厅等场所在显眼的地方张贴了禁
烟标识。

市国卫办督查组表示，禁烟、控烟是健康教育
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我市开展巩卫创文工作的
重要方面。各部门要通过在公共场所设立禁烟标
识、利用健康教育宣传栏及相关媒介进行广泛宣
传，组织控烟劝导员等多种形式，努力在全社会倡
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营造禁烟、控烟的社会氛
围。健康教育宣传栏要按季度进行更新。

韶关日报记者 袁少华 通讯员 成伟三

市国卫办督导市区公共场所

禁烟控烟工作

把禁烟控烟
措施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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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
人彭丽媛 14 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出席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外方领导人夫妇及嘉宾。

王沪宁出席。
初夏的北京，生机盎然。晚上的人民大会堂，灯

光璀璨。伴随着欢快的迎宾曲，习近平和彭丽媛同贵

宾们一同步入金色大厅。
习近平发表致辞，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

欢迎来华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各位嘉宾。习近平
强调，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就是顺应亚洲合作发展
大势和各国人民对文明交流互鉴的期待，为不同文明
共同发展搭建一个交流互鉴的平台。 下转A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