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测评周
期是2015—2017年。在此期间，中央
文明委每年组织一次测评，三年成
绩综合为评选第五届全国文明城
市总成绩。全国文明城市测评包括
三大版块188项指标，今后三年内容
保持基本稳定。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测评共5大类25项指标，测评成
绩的2 0%计入全国文明城市总成
绩。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采用了
新的测评体系，新体系的测评指标
与往年相比发生了三大变化。

一是标准更高。如：大气环境、
水环境，按照中央文明委“负面清单”
要求，如果不达标不仅不得分，还要
倒罚分。二是方法更活。实地随机抽
查暗访、现场采集记录上传、系统自
动生成成绩、问卷入户调查和随机街
访等方式，使一些传统工作方式方法
全部失效。三是范围更广。往年的提
报测评点变成了全面抽查，同时新增
了城乡环卫一体化、农村民风建设、
家风家教等一些新内容，迎评准备
的工作量相应加大、任务更重。

今年文明城市测评

增加家风家教考察在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
测评体系发生变化的前提下，
淄博如何消除思想道德建设、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群众满意
度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等方面的不足，已经成为迫在
眉睫的议题。根据《2015年度
全市全国文明城市测评工作
方案》的要求，今年11月10日
之前，各区县级相关责任单位
要完成整改提升工作，做好迎
接测评准备。

党员需做志愿者

公益广告要增加

创城是为了让城市更美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毕荣青：

以以文文明明镇镇办办考考核核为为基基础础，，建建创创城城长长效效机机制制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刘光斌) 21日，记者从淄
博市文化名城、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暨第五届全市道德
模范表彰会议上了解到，淄
博市将以文明镇办重点工
作考核作为载体，建立文明
城市创建长效机制。

据了解，淄博市目前已
经获评两届全国文明城市。
作为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
的开局之年，今年11月将迎

来本年度的中央文明办测
评。

会上，淄博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毕荣青指出，根据
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
印发的《2015年度淄博市文
明 镇 办 重 点 工 作 考 核 办
法》，规定对农村“五化”工
程、旱厕改造、公益性公墓
建设、移风易俗4项重点工
作和社区环卫一体化、三乱
现象、安全管理、物业管理、

社区服务、社区公益项目建
设等 8项重点工作进行考
核。今后，市里将以文明镇
办重点工作考核为载体，逐
步把文明城市测评的更多
指标纳入考核内容，着力打
造以文明镇办重点工作考
核为基础的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长效机制。

此外，会上还指出，学
习宣传贯彻“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党员到社区报到做

志愿者、创新发展乡贤文
化、财政支持公益广告税收
优惠政策、建设道德模范展
馆等新任务，要争取在一个
多月时间内落实到位。垃圾
分类工作要迅速展开，力争
今年做到垃圾桶分类标志
喷绘基本完成。城市空气质
量、城市水环境质量、文明
旅游、学生体质健康、社区
装灯亮灯率、社区家长学校
建设、校外未成年人心理健

康辅导站建设等问题，也将
尽快解决、早日达标。

各级、各部门、各单位
要认真梳理每一项测评指
标，做到谁主管谁负责、谁
丢分谁负责。”毕荣青指出，
市创城办要强化督查通报，
对工作措施不力、效果不好
的单位和各项创城指标的
完成情况，定期检查督促通
报，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向市
委、市政府报告。

下月底文明城市测评，淄博落细落小落实各项工作

中中心心城城区区率率先先推推广广垃垃圾圾分分类类投投放放

本报记者 刘光斌

将加大对不文明行为曝光力度

根据往年经验，淄博公
共秩序方面，仍然存在车辆
乱停乱放、行人闯红灯、乱穿
马路、翻越隔离栏现象；沿街
门面乱搭乱建、占道经营、店
外出摊等现象。公共场所大
声喧哗、乱扔垃圾、随地吐
痰、损坏花草树木等现象比
较普遍。为此，市创城办编写

了“ 淄 博 市 民 文 明 行 为 十
不”，各级各部门、中小学校、
企事业单位、社区要广泛宣
传，引导市民从现在做起、从
点滴做起，争做遵德守礼的
好市民。

此外，淄博还将组建市
民志愿宣讲团，深入社区宣
讲普及文明知识。利用户外

显示屏、建筑围挡、大型广告
牌等宣传创城活动，借助手
机短信、微博、微信等新媒体
资源传播文明知识，把文明
城市的理念传播到城市的每
个角落。同时各级各类新闻
媒体也须加大不文明行为的
曝光力度，营造健康向上的
文明新风尚。

2015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时间
为11月底至12月初。根据此前淄博
市创城办制定的《2015年度全市全
国文明城市测评工作方案》，11月10

日之前，各区县、高新区、文昌湖
区、各相关责任单位须对照2015版
测评操作手册，按照“谁主管谁负
责”、属地化管理和条块结合、以块
为主的原则，及时整改提升，做好
迎接测评准备。

21日召开的全市文化名城、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暨第五届全市道
德模范表彰大会上，对于思想道德
建设方面，淄博市市委常委、宣传
部长毕荣青直言，目前59个测评指
标的完成情况与测评要求仍有差
距。

按照要求，公益广告须达到
“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效果，地
级媒体须每月保证公益广告刊载
量，政府网站、新闻网站、经营性网
站在首页固定位置宣传展示公益
广告；社会公共场所建筑围挡、景
观建筑物、公共交通工具刊载公益
广告不少于总面积的1/3。

而对于部分社区学校的24字
核心价值观展示，文化界等“重
品行、树形象、做榜样”活动，乡
贤文化、好家风好家训传承活动
等，各部门则需要进一步“落细
落小落实”。

此外，针对培育文明道德风尚
方面，根据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和学
习宣传、志愿服务制度化、文明旅
游、文明网建设等相关要求。道德
模范展馆建设、道德模范公益广告
刊载等要进一步加强。有关部门要
尽快推动党员到社区报到做志愿
者，并建立游客不文明信息通报等
制度，力争在一个月时间内工作到
位、见到效果。

建城区人车要分流，背街小巷亮灯率95%

根据要求，下一步城市社
区须环境绿化美化，路面硬化
平整，新增垃圾分类收集，显著
位置张贴公布社区居民公约
等。农村社区要求开展结对帮
扶，有效支持农村改路、改水、
改厕、旧村改造。目前淄博暂不
具备垃圾分类处理条件，需要
首先做好宣传引导工作，抓紧
在现有垃圾箱上，喷绘分类收

集标识，引导群众分类投放垃
圾。中心城区作为测评主阵地，
必须先行一步。

在街巷基础设施方面，
要杜绝主干机动车道、商业
大街无被侵占、毁坏现象。主
干道装灯率 1 0 0 % ，亮灯率
9 9%。要实现建成区人车分
流、设有盲道、不占盲道。背
街小巷要求：整洁有序、路面

硬化、装灯率1 0 0%，亮灯率
9 5%。会议要求各区县及市
政、供电部门要积极采取措
施，抓紧时间让背街小巷的
路灯亮起来。

今年淄博取消露天烧
烤、不占盲道等工作已经部
署，但是反弹现象较明显。会
议要求要进一步加大治理力
度，抓紧落实到位。

每个区县须建1处心理辅导站

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各部门单位须开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
梦宣传教育、中华经典诵读
活动。学校教育要求注重思
想品德、教育公平、学生体质
健康，深入开展爱学习、爱劳
动、爱祖国活动。各中小学要
在学校门口、教室、宿舍、餐
厅等显著位置张贴展示，组
织学生熟记24个字内容。

继续开展“做一个有道

德的人”主题活动，组织未成
年人学习雷锋、争做美德少
年。组织动员中小学生广泛
参与“网上祭英烈”、“童心向
党”、“向国旗敬礼”等活动,大
力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此外，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被着重提出
来，要求各级教育部门重视
学生体育锻炼。

进一步完善学校、家庭、
社会三结合的教育网络，鼓

励社区一室多用。社区会议
室或活动室可以加挂家长
学校牌子，抓紧把相关活动
开展起来，确保社区家长学
校达到7 0%。市及区县要求
建有1处校外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辅导站，目前欠缺的区
县要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乡
村学校少年宫、校园周边环
境治理等没有达到测评要
求的，有关部门要抓紧治理
到位。

城管工作人员清理违规设置的落地广告牌。（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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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将由国家统计局专业调查
人员与专家组成暗访组，到测评城市
随机暗访。暗访的主要内容有重点工
作、公共环境、公共秩序和市民素质
等情况。如：实地检查500米范围内有
多少人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缺失多
少井盖；统计5分钟内行人闯红灯、乱
穿马路、翻越护栏次数；随机走进社
区实地检查生活垃圾是否定点投放、
分类收集，是否具备符合标准的物
防、技防、人防、消防设施等等。

测评人员现场采集记录即时上
传，系统自动生成成绩，实地考察记
录无丝毫更改的余地。

国家统计局专家

随机暗访市民素质

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材料审核继
续通过网上申报。文明城市测评要上
报材料项目255个，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测评要上报材料项目66个。文
明城市测评要求提报的材料，不单纯
是报送一份文件，而是综合展现某一
项工作的所有材料。

如：深入推进“我们的节日”主题
活动，要求提报的材料有：市有关部
门开展活动的年度安排意见；至少三
个传统节日期间全市开展活动情况
的实景图片；春节、清明、端午、中秋
节期间市属党报、晚报、电视台普及
优秀传统文化的实景图片等，至少要
报送16份资料才能汇总为1件完整的
提报材料。

文明城市建设材料

施行网上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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