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容环境是城市面貌的窗口，看到城区环
境秩序的日趋改善，越来越喜欢自己的家乡了。 ”
一位“老永定”黄大爷在张家界市城区待了快 80
年，如今看着市容环境面貌的改善，脸上洋溢着
笑容。

如今，穿梭各个街头和社区，除了辛勤的环
卫工人外，头戴小红帽、身着黄马褂、手提红塑桶
和扫帚火钳的志愿者比比皆是，他们在进行治安
巡逻和清洁行动。

据了解，对照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张家界市
印发了《关于开展十大专项整治行动的总体方
案》，把市直机关、各街道社区、城乡结合部村居
组织纳入到义务巡逻和清扫队伍中来。 截至目
前，全市共有注册志愿者 26 万多人、志愿服务组
织 500 多个、志愿者工作站 60 多个。

在全民动员下，今年 1—4 月，市城区共收集
处理生活垃圾 2.4 吨，运出垃圾 2000 车，提质改
造背街小巷 96 条，拆除、取缔流动夜市棚点、乱

牵乱挂 200 余处等。 目前，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成
功完成省测评验收，顺利申报国家考评，现已进
入综合考评阶段。

今年初夏，又一喜讯传来，张家界市被湖南
省文明委授予“湖南省文明城市”称号。 这是该市

“六城同创”收获的第三块金字招牌。
在文明城市创建中，张家界市把独有的红色

文化、农耕文化、民俗文化、历史文化等元素，有
效融入城市建设和形象打造之中， 延续城市文
脉，塑造城市特色，扮靓城市名片，浸润市民心
灵，舒展文明枝叶。

在该市两区两县中，“道德模范”“身边好
人”，“崇德思善、文明有约”千人行动，《居民文明
公约》，“立家规、传家训、树家风、园家梦”文明创
建，“栽秧会”弘扬民族文化等活动层出不穷。

与此同时，各级各类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不
断为张家界注入丰润的道德滋养。 无私照顾 100
多位光荣院老人的贺晓英、 守护残疾人孤儿 65
年的吴愈满、 坚守深山学校 36 年的好教师金则
先……

“六城同创工作绝不是一阵风，我
们会继续行动，让张家界成为一座真正
的宜居城市。 ”张家界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 六城同创办公室主任郭天保介绍，
工作的推进旨在促进张家界市文明、卫
生、教育、城市管理等方面的全面提升，
最终实现城市品位的“质变”。

———张家界市统筹推进“六城同创”工作纪实

2019年11月25日 星期一
版式编辑 陈 琛 T11

铸就城市之魂

创建湖南省文明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城市、全国道路交通文明
畅通示范城市……2017 年 4 月， 张家界市

“六城同创”工作正式启动，力争通过 4 年的
努力，使各“城”创建成功，以此提升旅游承
载能力、建设国际精品旅游城市，促进“旅游
+”行动、推动旅游跨界融合，提高旅游管理
服务水平，让这座有着“旧湘西”影子的旅游
城市脱胎换骨、蝶变升级。

随着集结号的吹响，张家界市委、市政
府为此专门成立“六城同创”领导小组，由市
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虢正贵任组长，
市委副书记、 市长刘革安任第一副组长，同
时对“六城同创”成立 7 个推进组。

高位推进的同时， 社会宣传也不松懈。
2018 年，编印《市民手册》10 万份，对户外广
告进行提质升级， 推动创建宣传“五进”活
动。 为提升影响力，通过各级媒体、多种渠道

大力宣传，营造全市上下“同创”氛围。
在市领导交办的问题和重点工作领域，

2018年共进行 8次督查，交办问题清单 10批
520个， 已整改落实 468件， 正在整改的 52
个。 利用媒体曝光台，采用监督信息 188条。

8 次调研会、调度会、推进会，38 次内部
工作会，44 期文件……这是一组来自 2018
年的数据，它们为张家界市“六城同创”工作
提供坚实的推动力。

除此之外，“六城同创” 的浓郁气氛在张
家界各个角落也铺展开来。

今年 5 月 28 日晚，“十九大精神在心
中”张家界市“六城同创·你我同行”演讲大
赛总决赛举行，18 名参赛选手用朴实的语言
和生动的案例，让“六城同创”的故事感染着
在座的观众，感动了张家界所有市民。 同时，
在今年 7 月份组成 6 个宣讲组， 进街道、进
社区进行巡回演讲，面对广大市民，取得了
良好效果。

绿色是张家界的底色，为让张家界的绿
色多一点、久一点，张家界毫不犹豫打响了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城
市”的攻坚战。

张家界市森林覆盖率 70.98%， 为湖南
省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城市，是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是联合国“人与生物圈”观测站所在
地。 全市有 6 个森林公园、8 个自然保护区，
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 121 万亩，
占全市总面积的 8.48%。

“在张家界呼吸都是一种幸福！ ”今年
“十一”黄金周期间，来自上海市徐汇区自驾
游客李先生对张家界如此赞叹。 2018 年，张
家界市中心城市蓝天白云、繁星闪烁天数达
到 340 天，优良天数比例为 93.2%，城市环
境空气质量持续“领鲜”，综合排名位居全省
前列。

在 2019 年初， 一条令张家界人民振奋
的喜讯传来：张家界环境空气质量首次达到
国家二级标准，标志着该市提前一年实现创
建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城市目标。 这也是张家

界在“六城同创”工作中继成功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后，获得的又一块金字招牌。

如今在张家界有一大“时尚”，趁着天气
晴好，周末约上亲朋去张家界森林公园呼吸
最清新的空气，去人间瑶池宝峰湖看清澈的
湖水，去草坪上仰望天空拍摄澄澈的“张家
界蓝”……

通过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和环境空气质
量达标城市，今天的张家界，城市绿树环绕、
森林连片；河岸花团锦簇、山水相映；道路绿
化“一路一景”，错落有致；美丽乡村处处染
绿，树林成荫。 植绿、护绿、爱
绿、兴绿，已成为 172 万
张家界人的共同行
动。 据抽样调查
统计，市民满意
度 达 到 了
99%以上，创
建工作结出
了 累 累 硕
果。

人心齐， 泰山移。 大众参
与，文明风尚不断形成。

“奶奶，等绿灯亮了再走！”马
路边， 一个小男孩主动对牵着他

手的奶奶说，奶奶为他竖起大拇指。
一句稚嫩的话， 是文明浸入心田的印

证。
再回首“六一”儿童节前夕，张家界市教育

局党组班子成员身穿黄马甲，走上街头，在澧滨
小学、 机关幼儿园路口进行文明交通劝导服务，
行人违章明显减少，文明出行向好发展，城市主
人翁精神和城市归属感日益强烈。 期间，孩子们
发自内心的“敬礼” 照片刷爆张家界人的朋友
圈。

与此同时，各学校和交警部门经常开展“小
手牵大手”“安全你我他”等教育活动，把交通安
全文明习惯养成从娃娃抓起， 并取得了良好效
果。同时，对违反交通秩序的相关人员进行严查。

“这是我们年轻一族的出行首选。 ”在解锁成
功后，市民王其峰骑着小黄车去买菜了。他说，在
小黄车未投放之前， 出行坐公交实属无奈之举，
有了小黄车后，出行就不成问题了。

自创建全国道路交通文明畅通示范城市启
动后， 张家界从基础设施建设到交通安全宣传，
再从知识教育到整治行动，环环相扣，力度强劲。
今年以来，交管部门牵头开展了“922 绿色出行”
专项活动，投放共享自行车 2000 辆，租车站点
200 个，解决了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作为旅游城市的张家界， 餐桌文明似乎更
要“严加看管”，如今，“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又成为一大创建目标。 截至 6 月 22 日，全市已
完成 1617 批次抽检。 扎实开展了以种子、农药
为主体的农业投入品专项整治， 全市共立案 26
件，罚没款合计达 47 万余元，特别是市级直接
立案 13 件，结案 13 件，罚没款合计达 25.5 万
余元， 创下市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成立以来最
高纪录， 为食用农产品从农田到餐桌打造了一
道安全阀。

新的征程，新的高度。“六城同创”是一项长
期工作，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在张
家界，“六城同创”之花香已遍及三千奇峰、八百
秀水间，而为了更加贴近百姓需求，更加注重普
遍受益，更多释放发展红利，以为人民谋福祉为
基础和源泉的“六城同创”会依然一直在路上。

■张金友 曾珊珊 喻志科

“六城同创 ”号声

嘹亮，“六城同创”步履

铿锵。

初冬时节，漫步在

张家界主城区，宽阔整

洁的街道，井然有序的

行人和车辆，两旁碧绿

苍翠的绿植。 从五彩缤

纷的鲜花到郁郁葱葱

的树木，从打扫得亮堂

堂的小巷到停泊得整

整齐齐的车辆，再从一

条条岸明水清的河流

到一个个奔波的文明

志愿者……奇峰三千，

秀水八百间，处处洋溢

着文明与生机。

张家界自启动“六

城同创” 工作以来，高

位谋划、 精准施策，各

推进组对标对表、靶向

发力 ，积极作为 ，全市

上下凝心聚力，团结协

作，“扫干净、 摆整齐、

保畅通 、扮漂亮 ”成为

全体市民的共识和自

觉，“六城同创”有序推

进，各项工作取得阶段

性成效。

量体裁衣，留住张家界的绿色生态

潜移默化，市民素质和满意度不断提高

全民参与，提升城市“软硬件”品位

晚霞中的高架桥。 董兵 摄

美丽和谐家园。
董兵 摄

澧水风貌带。 向韬 摄

景区垃圾清理。 邵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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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机制，建立后备坚实“堡垒”

张
家
界

美丽的张家界市城区。 刘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