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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翁源县召开文明委第
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推进会。县委书记高忠出席会议并讲
话，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副书记熊亮主
持会议。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县
文明委专职副主任何茂文总结该县今年
以来文明创建工作情况并部署文明城市
创建年度测评工作。

会议指出，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
开局之年，也是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评
选的揭幕之年，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县委、县政府乘势而上，吹响争创全国县
级文明城市的号角。各级各部门要提高
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全力
以赴做好文明城市测评工作，推动文明
城市创建常态长效，切实凝聚起全县人

民投身建设现代化幸福美好翁源的精神
力量，为推动翁源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
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

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任务，奋力开
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新局面。要突出思
想引领，以更强共识汇聚智慧和力量；要
突出教育引导，以更实举措提高市民文
明素质，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
展；要突出功能配套，以更大力度推动县
城品质提升，努力让县城更有序、更干
净、更宜居，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
福感；要突出社会治理，以更高标准优化
城市发展环境。

会议强调，要强化组织保障，推动全国
县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取得实效。要坚持

“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工作人
员各尽其责的创建模式，推动创建工作常
态化开展。要进一步营造浓厚氛围，把创
建文明城市和巩固卫生县城、“广东省诗书
画之乡”等城市品牌结合起来，让创建活动
走进群众的内心、融入市民的生活。各镇、
各单位要结合行业特点和工作实际，精心
设计各类宣传载体和活动，常态化做好创

文宣传，不断提高群众的知晓率、参与率和
支持率。全县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当表
率、做示范，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积极解决
文明城市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广大
党员干部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示范

引领广大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市民群众当
好主人翁，让文明之花在翁源大地处处绽
放，确保在全国县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
交出好答卷，为翁源经济社会发展营造更
加舒适美好的环境。 王媛 徐颖

“ 城 市 管 理 要 像 绣 花 一 样 精 细 ”。
近年来，翁源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

“全域党建一盘棋”理念，不断强化基层
党建阵地建设，“下沉”党组织到户到
人，积极搭建平台，引领广大群众参与
共建共治，党在城市基层的组织基础不
断夯实，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愈加
精细、高质，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
提升。

好阵地营造好氛围

说起新建的城西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社区的邻里街坊纷纷竖起大拇指。
之前的城西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面积仅
200 平方米，道路狭窄、设施简陋，群众
办事找个停车位都难。如今的党群服
务中心，总建筑面积达 2500 平方米，设
有综合服务区、党员调度中心、人民调
解室以及群众文化活动室、服务室等，
设施完备、功能齐全。闲暇时候，街坊
们最爱来到社区活动室，阅读、下棋或
是唠唠家常。旁边的党建主题公园红
色氛围浓厚，也成了群众休闲活动的好
去处。

据 了 解 ，2020 年 翁 源 县 共 投 入 近
2000万元，完成了对县城 4个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的升级改造，打造了优质的党服
务群众平台，畅通了党与群众沟通联系

的“桥梁”。
为保障基层党建工作和群众服务顺

畅，翁源县还形成了以财政预算为主，党
费补充为辅、社会筹措为补的多渠道党
建经费保障模式，按照每个社区每年服
务群众专项经费 6万元、基层乡镇每个社
区办公经费 10 万元、县城 4 个社区每个
社区办公经费 20 万元的标准，足额拨付
社区经费，为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提
供财力保障。

“大党委”汇聚大力量

“一到刮风下雨我就睡不好觉。”城
东社区党支部书记谭燕英想起环保路的
5户平房就着急。她介绍道，那 5户房子
产权是国资公司的，多年居住着几户独
居老人不愿意搬走。这些房子年久失
修，对住户、周边居民乃至过往行人造成
安全隐患。

但 社 区 推 进 这 项 工 作 很 不 顺 利 ，
老 人 不 肯 离 开 房 子 ，也 不 允 许 拆 房
子。得知情况后，社区“大党委”迅速
统筹相关单位 ，社区工作人员和公安
部门摸清居住人员及其家属信息 ，住
建部门联系鉴定公司进行现场勘查评
估，鉴定为危房。经过多方沟通协调，
老人们或是被子女接去照顾 ，或是安
排住进公租房，伴随着轰鸣声，5 户危
房被安全拆除。

据了解，为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翁源县创新建立社区“大党委”兼
职委员制度。“大党委”在社区办事大厅
设置“群众反馈窗口”，实时掌握群众最
关心的问题、难题，制定并动态更新“社
区群众需求清单”和“社区单位资源清
单”，每月召至少开一次社区“大党委”联
席会议，由教育、公安、司法、住建管理、
卫生健康等涉民生领域职能部门到社区
开展组团式、项目化服务。

今年以来，县城 4个社区“大党委”共
联合开展城市综合整治、就业宣讲、法律
讲座、爱心助学等专项活动共计 118 次，
把“民生微实事”办在了群众心头。

红色地图激发新效能

“ 幸 福 路 南 二 巷 8 栋 化 粪 池 堵 塞
了。”城西社区党员、退伍老兵林金铭闲
暇时最爱到处走走，发现哪里的路坑洼
了、路灯不亮了赶紧向社区反映，推进
问题解决。经过社区干部和党员同志
协同带动 ，该处的居民和门店分别出
资，不到一天时间就疏通了管道，解决
了问题。

事情的迅速解决，得益于精准的“社
区党员地图”。为充分发挥党员先锋带
动作用，翁源县组织对辖区居民开展全
面摸排，详细登记县城四个社区每楼每
户党员共 600多名，并利用高清卫星地图

绘制了社区地图，用实景将社区分块标
注，对社区党员的情况一一精确标注，确
保能够结合党员名册迅速查找个别党
员，有效动员社区党员居民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带头开展活动组织、矛盾调解等
工作。

小网格凸显大作用

每天，在翁源的大街小巷都可以见
到穿着党员志愿外套的红色身影，他们
劝导乱摆乱卖、清理卫生死角、开展志愿
宣传……

为将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在城市的
每个角落，该县将县城划分为 2 个大网
格，由县委书记、县长担任大网格长，细
分为 28 个小网格，由“四套”班子成员挂
点联系，县直有关单位牵头负责，成立网
格党支部和党员先锋队，形成城市基层
治理“一张网”。

依托“韶关先锋”公众号的“在职党
员社区报到”微信小程序，翁源县大力推
进“社区吹哨、党员报到”活动。同时，建
立在职党员社区报到记录台账，将在职
党员社区报到、服务落实情况纳入年底
绩效考核指标，推动在职党员服务社区
常态化、制度化，激发各级机关事业单位
和在职党员广泛参与社区治理，服务辖
区群众。

自 2020年 5月以来，全县共注册志愿
者 5025 名，其中报到先锋 4580 名，累计
8.6万余人次开展志愿服务 1.2万余次，内
容涵盖党建指导、环境保洁、文明行为劝
导、关爱特殊群体、扶贫济困等方面。

谢霞霞 赖韬

本报讯“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
近年来，翁源县立足自身发展优势，切实
加强统筹规划，运用系统思维做好兰文
章，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后花园”。

在翁源县江尾镇 S245 线两侧，一幢
幢干净整洁的兰棚林立两侧，棚内幽幽
兰香扑鼻而来，兰花郁郁葱葱，彰显着产
业兴旺的生机与活力。

自 1998年创建第一个兰花规模化种
植基地以来，翁源县不断扩大兰花种植
规模，丰富兰花种植品种，拓宽兰花销售
渠道，截至目前，翁源县兰花种植面积超
3.5 万亩，产值超 30 亿元，国兰供应量超
过全国兰花销售的 60%，成为全国最大的
国兰生产基地。

恰逢丰收节，翁源县万艺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展厅展出了几百盆兰花精品，
顾客熙熙攘攘正忙着选购。而在展厅的
另一角，一名工作人员正在直播间里热
情“带货”。“以前我也不习惯在镜头前
卖货，经过公司培训，现在我的直播间是

‘线上’红心飘飞，‘线下’订单不断。”据
悉 ，通 过 电 商 加 持 ，翁 源 兰 花 产 业 在
2020 年疫情期间逆势而上，实现销售额

14 亿元，同比增长 11%，堪称“行业翘
楚”。

面对电商行业新风口，翁源县委、县
政府积极配合兰花企业电商转型需求，
着力打造兰花电商交易平台，健全完善
商贸物流中心等市场配套设施，为兰企
发展提供“硬核”支撑。随着韶新高速通
车，翁源“三纵一横”高速网络构建成型，
兰花产业正成为翁源产业发展主阵地、
融湾桥头堡。

“好几年没回家乡了，现在翁源兰花
在珠三角特别有名，这次特地带朋友回
来观赏游玩，走了一圈下来发现家乡已
经大变样了！”已定居东莞多年的胡先生
惊喜赞道。

国庆黄金周，“中国兰花第一县”的
金字招牌让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全
县各主要景点游人如织，呈现出一派欢
乐火爆的场面。

近年来，翁源县高质量推进乡村旅
游路线建设，“兰乡古韵廊线”是翁源县
生态文旅的特色线路。此外，该县充分
挖掘生态资源、红色旅游资源、艺术文化
资源，大力推进城市空间拓展、功能完
善、品质提升、环境优化，打造了东华山
风景区、广东核工业基地、涂志伟美术馆
等众多星级文旅目的地，全域旅游新格
局已初步形成。据统计，今年国庆黄金
周，该县共接待游客 34.34 万人次，同比
增长 10.5%，实现旅游收入 8745.8万元。

筑巢引凤栖，花开蝶自来。随着“中
国兰花之乡”品牌不断擦亮和招商引资
工作有力开展，翁源受到更多投资者的
青睐。依托温泉、山水、古村落等丰富旅
游资源，该县引进了一批重点企业投资
嘉华康养小镇、东华山房车露营基地、青
云客栈等重点项目，预计总投资超 700
亿元，面向“双区”的生态休闲康养旅游
目的地即将成为翁源县又一响亮名片。

钟海翠

本报讯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
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翁源青少年量
身定制了一系列“红色套餐”，全县广大
青少年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请党放心、强
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思政课程推陈出新

学党史这堂“思政课”，如何才能讲
得动人心弦？为此，龙仙第一小学设计
了一堂别出心裁的“思”和“史”融合双师
示范课。

“青少年们思维活跃，一味照本宣科
很难抓住他们的注意力。”课堂上，老师用
一首《七律·长征》引出课题“红军不怕远
征难”，同学们通过填写长征地名，基本掌
握了红军长征路线；紧接着，同学们聚精
会神听着以“长征”为主题的名师课堂教
学视频课，深刻感悟红军长征路上的艰难
险阻和万丈豪情；视频末尾，老师鼓励同
学们就长征故事进行发言，引导同学们总
结整理出红军不怕牺牲、百折不挠、浴血
奋战、勇往直前的长征精神；最后，提出了

“新时代下我们学生应该如何继承和发扬
长征精神”的问题，同学们纷纷用小卡片
写下自己的感想并发言分享。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翁源充分
发挥课堂主阵地作用，全方位推动“课程
思政”建设，开学第一课、国旗下讲话、

“五老”进校园等思政课程推陈出新，引
导广大青少年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立志
听党话、跟党走。

红色故事精彩纷呈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红色革命故事
——《抗日英雄王二小》。”近日，翁源县
青少年宫举办了一场“红领巾心向党·我
和我的祖国”为主题的青少年朗诵比赛。

“王二小的故事，我已经烂熟于心。
二小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让
我非常敬佩。”参赛学生刘垛萱说。

活动承办方负责人表示，这次朗诵
从选题到表演，不仅加深了他们对红色
革命故事的理解，更让老一辈革命先烈
的形象在同学们心中丰满、生动起来。

党史故事是党的精神载体，向青少年
讲党史，就要用他们能理解、能接受的方
式。该县通过积极举办“党史故事我来
讲、红色主题班会、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红
色文化活动，让全县广大青少年在交流互
动中细细品味党史故事，传承革命薪火。

研学实践体悟初心

以史铸魂、以史育人是教育系统党
史学习教育贯彻始终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日前，为深切缅怀革命先辈，重温历
史记忆，继承发扬革命精神，礤下学校组
织学生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开展了“铭记
英雄，砥砺奋进”为主题的祭扫活动。

“翁源是红色革命老区，拥有丰富的
‘红色资源’，我们要用好本土红色资源
这份‘活教材’，鼓励同学们深入红色故
事发生地，在他们心中埋下‘红色种子
’。”该县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说。

“通过缅怀革命先烈，追忆红色故事，
我深刻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为实现共产主
义伟大理想的坚定信念，他们不畏强敌、不
惧生死，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参加祭扫
活动后，礤下学校的同学们纷纷表示，要继
承和发扬革命先辈的爱国主义精神，长大
后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力量。 钟伟明

本报讯 近日，翁源县举行推进“数
字政府”改革建设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工
作会议，安排部署相关重点工作。会议
强调，各单位要通力合作，共同推进政务
服务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确保各项重
点工作圆满完成，推动“数字政府”改革
建设、政务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

今年以来，该县以“互联网+政务服
务”为基础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全力
推动“一网通办”服务，目前全县 99.84%
已申请政务服务事项开通在线申办，
99.89%政务服务事项实现“最多跑一
次”，65.8%政务服务事项一网通办，444
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市通办”。
同时，优化政务服务“四免”工作，实现了
1755项事项政府部门核发的材料原则上
免提交、政府部门形成的业务表单数据
原则上免填写、可用电子印章的免用实
物印章、可用电子签名的免用手写签
名。此外，开展“一件事”主题集成服务，
共梳理实施“一件事”119项,实现主题服
务事项“一套材料、一张表单、一次申请、
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一次办结”。 徐颖

翁源县召开文明委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

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常态长效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
——翁源县激发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效能纪事

翁源县用系统思维做好“兰文章”

全力打造大湾区“后花园”

兰花造型的翁源城市展示馆和兰花路灯。张方勇 摄

翁源开展党史进校园活动

为青少年定制
“红色套餐”

翁源积极推进
“数字政府”建设

让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

翁源县城面貌焕然一新。王志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