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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福地福人居，山美水
美人更美！”这是一句福山人挂
在嘴边的心里话，是一句听不
腻的福山话。文明事关着所有
福山人的切身利益，文明福山
更是承载着所有福山人的热切
向往。我区“文明行为养成月”
已经启动，我们希望让文明成
为每个人的习惯。

文明出行，方便他人更是
方便自己。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车
辆行人各行其道；非机动车、机
动车不得逆行；行人不得乱穿

马路、翻越护栏；机动车应当礼
让行人，不得违规停车。从8
月9日起，区交警部门对违规
乱停车现象重拳出击，除对违
停车辆张贴罚单外，还将依法
采取拖离现场等措施。车辆被
拖离的车主需到交警大队交通
科处理，到海青停车场认领，地
址为奇泉路9号交警大队车管
所二楼（从南侧楼梯上），联系
电话为6367746。

人间烟火气要有，城市文明
味儿莫丢，到划线摊点区域经营
也是城市文明的重要体现。

综合群众意见、上级工作
要求，我区实行划点限时经
营，目前累计选定划线经营区
域 22处，请所有摊贩都到划
线区域内规范经营。需要特
别提醒的是，坚决不允许大货
车占道经营，对不听劝者依法
依规处置。

环境保护人人参与，文明
成果人人共享。“门前三包”是
指包卫生、包秩序、包设施。良
好的市容环境大家都受益，临
街两侧的所有单位和个体工商
户有责任保持市容秩序整洁，

保持环境卫生整洁，保持建筑
物立面及公共设施整洁完好，
尤其是市场、商超，应当安排专
人劝导购物者规范停车，不随
意乱丢垃圾，严禁商铺在店外
乱摆乱放。

文明无大小，处处见文
明。希望广大市民朋友们从自
身做起，从小事做起文明做人，
文明做事，和我们一起每天打
卡“文明行为”。

一起共建文明福山一起共
享文明成果。

YMG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姜晓 通讯员 张彩凤 摄影
报道）当前，我区创建文明城市
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清洋
街道持续发力，各党员干部、

“双报到”单位、志愿者、社区干
部等群体，不畏酷暑，奔走在辖
区大街小巷、主次干道上，为创
城工作志愿奉献自己的力量。
近期，清洋街道相继开展公益
广告覆盖、无障碍通道改造、楼
道专项整治等创城行动，以实
打实的成效和行动彰显“红细
胞”模范带头作用，发挥“红细
胞”力量。

公益广告铺满全城

公益广告是创城工作中
的重要内容，清洋街道作为福
山区的主城区，高度重视辖区
内公益广告安装、覆盖工作。
在对辖区大街小巷、楼宇商超
遍访的基础上，他们对100余
个小区约 400处位置的公益
广告进行更换、安装、补充，前
后共计安装 900 余块公益广

告，实现了社区办公场所和居
民区的密集覆盖，在广告内容
达标的基础上确保位置显著，
以符合创城标准，达到宣传教
育的目的。

加强无障碍通道改造

清洋街道利用两天时间，
对辖区内部分社区、村居办公
场所区域内的无障碍通道进行
了集中改造。

街道首先进行实地勘察，
对需要配备无障碍通道的场所
量尺寸、定方案，并确定改造安
装工期和具体时间，随后，进行
逐一配套完善。此次无障碍设
施改造工程，旨在加强辖区无
障碍设施建设，为社区的老弱
及出行不便人士提供便利，让

“爱”无“碍”，进一步提升了居
民幸福指数，为创建文明城市
再进一步。

进行楼道专项整治

楼道不文明现象不仅降低

了居民生活环境水平，更不利
于文明城市的创建。针对楼道
内各种不文明现象，街道成立
了督导小组，由主要领导带队
进行实地勘察，对发现的重难
点问题进行逐条整改。

清洋街道组织小区物业、
志愿者、网格员、“双报到”单位
以及社区老党员等，先是对居
民楼楼道进行了一套“野广告
清理、杂物堆铲除、破损墙体粉

刷”的楼道专项整治创城套
餐。在整治的同时，志愿者对
堆放杂物的居民耐心讲解楼道
堆放杂物带来的消防隐患、滋
生害虫等弊端，引导居民主动
清理，提升居民创城意识。楼
道粉刷后焕然一新的墙面，让
好久不回家的五环小区刘女
士感到眼前一亮，惊喜不已。
她表示，出差几天回家，以为走
错了回家的路。

市民巡防员吴秋霞——
点滴力量，汇聚
成文明城市正能量

在我区创建文明城市的工作中，市
民巡防员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巡防
辖区，及时制止不文明现象，为创城贡
献着自身力量。吴秋霞就是其中一位。

昨天下午6点，吴秋霞按照惯例进
行巡访。巡访到某小区时，她发现有很
多电动车没有停放在停车棚里，而是随
意停放在单元门口，甚至楼梯间，存在
很大的安全隐患。见此情形，吴秋霞一
边记录，一边给物业公司拨打电话。物
业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给出了解决
方案。

“ 我们马上印刷宣传单，逐门逐户
发放，呼吁有车的业主都到停车雨棚
里停车，而且，停车雨棚已经规划了充
电桩，方便业主。”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吕
家尊说。

“ 小区内电动车的停车秩序不能
只靠物业来维持，业主们也应该提高意
识，在规定的地方有序停放。我们想提
醒大家，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安全，请不
要在住宅楼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
梯间、楼层楼道、电梯前室及地下室停
放电动自行车和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吴秋霞对一些不按规定停放的业主进
行了劝导。

“自从文明城市创建以来，我们身
边不文明现象比以前少了很多，乱摆摊
的、乱停放共享单车和电动车的都少了
很多，这不能归功于某个人或某个部
门，是我们老百姓们的文明意识提高
了，所以不文明现象也就少了很多。”吴
秋霞颇有感慨地说。

随着创建文明城市工作持续开展，
城市环境进一步改善，市民文明意识提
升，更多人在吴秋霞带动下成为自发的

“市民巡防员”，不少市民和她一样，看
见不文明现象都会上前制止。

YMG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文化，是文明城市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书卷气息和浪漫
气息，让这座文明的城市散发
出更迷人的魅力。区文化和旅
游局通过多种方式精准发力，
筑起文化软实力。

街道综合文化站和社区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是离居民最
近的地方。工作人员介绍，区
文化和旅游局定期对文化站和
服务中心进行督导检查，经实
地检查，街道综合文化站和社
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一直向
广大市民正常开放，核心价值
观宣传画、“讲文明树新风”公
益广告张贴到位，软硬件设施
都有较大改善。

区文化馆则常年实施免
费开放政策，公共设施、无障
碍设施功能完好；醒目位置张
贴核心价值观宣传画、“讲文
明树新风”公益广告、道德模
范宣传海报，大厅门口设志愿

服务站点，志愿者为前来活动
市民提供文化咨询、引导等服
务，并配置便民箱、急救箱等
工具。

书香福山，让城市多了书卷
气。为节省读者借还书时间，提
升阅读新体验，我市分别在总馆
和城市书房引入自助办证机和
自助借还机。工作人员还走进
社区、乡村，推广全民阅读；走进
大樱桃节，让书香邂逅果香；走
进社区，让市民开启阅读；走进
乡村，让田园多一份寄托。

我区还采取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开展梅花螳螂
拳、拉丁舞、钢琴、鲁菜烹饪以
及朗诵基础培训班、福图课
堂、童咏诗词、百特英语等丰
富多彩的培训活动，为市民提
供精彩的文化大餐，彰显我区
文明风采，涵养文化自信。

文明旅游本身就是一道
风景线。区文化和旅游局组

织开展了”文明旅游，你我同
行“主题活动，活动分为王懿
荣纪念馆、峆山卢寺两个分会
场，得到了广大市民游客的积
极响应。此次活动分为文明
旅游知识宣讲、文明旅游倡议
书发放、“文明旅游·畅行福
山”承诺签名三部分进行。活
动中，志愿者统一着装，向广
大市民游客发放文明旅游倡
议书，宣讲文明旅游知识。

王懿荣纪念馆在显著位置
摆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禁
止吸烟、讲文明树新风、文明行
为规范、疫情防控先进模范事
迹等公益广告及海报；循环播
放道德模范事迹视频；在景区
入口处新增景观小品；加强王
懿荣纪念馆志愿服务岗建设，
增加志愿服务岗台账，配有志
愿服务队伍；增加急救箱和便
民箱内等便民物资。

峆山卢寺景区设立景区志愿

服务站点，加大景区保洁力度，
在入口、圣莲广场等显著位置
处放置公益广告牌，安设文明
行为规范、文明旅游公约进行
文明提醒；制作中国结样式景
观小品；利用LED显示屏滚动
播放文明宣传标语；配备婴儿
床、尿布台等硬件设施，完善母
婴室室内环境；增加无障碍厕
位扶手、无障碍洗手台，为残疾
人提供便利。

区文化和旅游局还积极
动员文旅行业各单位开展创
建自查，定期去网吧、影院、旅
行社网点、咨询中心、实体书
店等场所进行实地督导，对照
测评标准查找问题，对发现问
题的点位建立问题整改台账，
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
限，不定期开展督导回头看，
确保点位达标并常态化保持
良好状态。

YMG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市商务局来福
督导商超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姜晓
通讯员 王宁 摄影报道）8月7日上午，
烟台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李少杰带队
一行3人来福督导商超创城工作，区商
务局主要负责人陪同督导。

督导组一行先后到福山振华商厦、
家家悦德胜凯旋花园店两家商超进行
走访督导。督导组对照商超测评标准，
重点查看了商超无障碍设施情况、“一
米线”设置情况、垃圾分类收集情况、安
全通道畅通情况等重点内容，对发现的
问题，当场告知超市负责人，要求其即
刻进行整改，确保发现一处、整改一处，
确保创城工作取得实效。

下步，区商务局将根据市局督导要
求，加大问题整改力度，严把验收标准，逐
项对照测评标准进行查漏补缺，确保创城
成果长期保持，坚决打赢创城攻坚战。

“文明行为养成月”启动
让美丽福山更文明

清洋街道与文明同行

精准发力，以文旅助力文明

山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