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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文明单位汇展湖北省文明单位汇展
12 月 7 日，全省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隆重召开。

从江城武汉传来喜讯:随县洪山镇、厉山镇、均川镇、广水
市广水街道办事处等 8 个乡镇荣获“2017－2019 年度湖
北省文明镇”称号；随州市农业农村局、随州市民防办公

室、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随县教育局、随县城市开发
投资公司等 20个单位荣获“2017－2019年度湖北省文明
单位”称号；广水市实验初级中学、随州市季梁学校等 5
个学校荣获“2017－2019 年度湖北省文明校园”称号。

为全面展示我市精神文明建设丰硕成果，随州日报隆重
推出全省文明单位（校园）、文明镇巡礼展示专题宣传活
动，今日刊发的是广水市广水街道办事处创建全省文明
乡镇纪实，敬请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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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北大地一颗璀璨明珠鄂北大地一颗璀璨明珠
———广水市广水街道办事处创建全省文明乡镇纪实—广水市广水街道办事处创建全省文明乡镇纪实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吴财荣吴财荣 通讯员通讯员 谭静宁谭静宁

————““与荣获与荣获20172017－－20192019年度湖北省文明单位面对面年度湖北省文明单位面对面””之广水市广水街道办事处之广水市广水街道办事处

▲广办颐养老年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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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创建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广水街道党工委、
办事处把目标定得更高，把责任担得更重，把工作做得
更实，自我加压，奋力前行。通过实施城乡环境综合整
治大会战，开展城中村改造、城区道路建设、城乡景观
亮化等攻坚行动，扎实推进城乡硬化、绿化、亮化、净
化、美化工程，城乡面貌日益改善，人居环境明显优化。

按照“两城同城、同城同质”战略部署，广办不断加
快城市化进程，着力打造宜居魅力城市。近年来，投资
近 30亿元，高标准改造应广大道，修建广悟大道、中华
山旅游大道，改造重建了北立交桥、中立交桥，实施东
西河河道治理，整体开发西河商业新区，推进“一河两
岸”景观配套，实施城区干道刷黑、供水联网、排水改
造、城市洁美“四大工程”，加快旧城改造，新建新世纪
花园、碧水龙城、御景世纪、豪瑞雅居等 10余个新型小
区，城市面貌不断改观。

办事处始终坚持城市建设、村社管理“两手抓两手
硬”，每年投入资金 500 多万元，维护城区公厕，检修窨
井盖、雨水口，推进 LED 路灯节能改造，完善道路标识
线、指示牌，安装监控设备对城区交通进行智能化管
理，配齐配全垃圾箱、洒水车等环卫设施。

常态化开展交通、卫生、经营、建筑“四大秩序”整
治，扎实推进市场综合整治、网吧治理、校园周边环境
治理行动，大力开展“两禁”行动，禁止非法运营“黑麻
木”，禁止限制城市规划区鞭炮燃放活动，群众满意度
不断提高。

广办积极创新社会管理，21 个村社区实现网格化
管理“全覆盖”，治安巡逻、视频监控、“十户联防”“三
位一体”治安防控机制得到积极落实，社会治安状况良
好。不断优化政务环境，22 个便民服务中心为群众提
供全天候、“一站式”服务，“广水帮办”品牌逐步打响。
坚持教育、卫生优先发展，支持“高中教育创品牌、义务
教育上台阶”，实验高中被评为随州市示范高中；第二
人民医院、白泉医院在提供优质便捷医疗服务的同时，
每年多次举行健康宣传、义务诊疗活动。

以文化人，以德育人。广办积极营造文明氛围，运
用宣传栏、文化墙、电子显示屏、短信、微信等多种载
体，持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讲文明树
新风等主题宣传。经常性开展广场舞、太极拳、篮球、
羽毛球、乒乓球赛，多次组织民间彩船、龙灯、狮子队伍
参加春节文艺汇演，邀请专业团体举办“激情广场”、戏
曲下乡文艺演出，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日益浓厚。深
入开展道德讲堂活动，组织道德模范、星级文明农户创
建评选，西河社区王立霞被评为全市“十佳道德模范”；
广泛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光满志愿者服务队”达 20
多支，志愿者注册人数达 5000多人。

大力繁荣文艺创作，本土作家胡晓明、胡晓晖兄弟
创作的《满江红》《菩萨蛮》等历史小说，《精卫填海》《凤
舞天下》等影视剧本多次获国内外大奖，诗词楹联书画
协会创办的《白泉流韵》书画刊物影响广泛，程厚山《冷
泉斋》书法集、《程树义书法集》等民间书法作品出版展
览蔚然成风。历时三年采编的《广水街道志》集结出
版。

时代因嬗变而前行，文明因细节而绽放。在广水
街道办事处，“文明乡镇”是浸入城乡骨髓的因子，每一
名广办人都在向往和追求讲文明、尊道德的生活，朝着
共同的目标、向着共同的荣誉，追梦前行！

蓝天白云，树绿草青，奋进中的广水，一派优美和谐。点
滴之处，浓浓的文明清风悄然溢出；方寸之间，默默的城乡品
格无声传递。

行走在广办城区的大街小巷，道路整洁宽敞，绿化美观
大方。随处可见的“志愿红”，或文明劝导，或热情指路；车辆
在斑马线前远远停下让行，乘客在公交站台有序排队；一块
块公益广告牌，无不传递着和谐正能量……从目之所及到身
之所感，文明新风扑面而来。

“文明创建不是形象工程，而是需要久久为功的民生工
程。通往文明乡镇的道路没有尽头，需要倾听百姓新需求、
新期盼。”广水街道党工委书记方国全告诉记者，自创建全省
文明乡镇以来，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理念，着眼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目标，把创建全省文明乡
镇作为建设“鄂北门户”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文明创建当作

“一号工程”来抓，“一盘棋”攻坚。
文明创建，创出了广办新面貌，创出了群众幸福感，创出

了文明新风尚，创出了干部新作风。每个生活在这方水土的
人，目睹了全省文明乡镇创建的点点滴滴，也切身从创建中
感受到了发展的魄力、文明的魅力。

▲ 广办城区俯瞰图

广水街道办事处地处鄂北豫南的黄金节点，素有“关内首
镇”“鄂北重镇”之称，是广水市的“东大门”。其三面环山，国土
面积 7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近 10万人。

广水街道办事处区位独特，北依中原“三大雄关”之首——
武胜关，南眺江汉平原，东接大别山革命老区，西靠中华山国家
森林公园。她历史悠久，钟灵毓秀，人文积淀深厚，春秋时期己
形成集镇，称为城口，隋朝设义阳郡。穿越浩瀚烟云，厚载精粹
文化，是文明的活化石，更是百姓汲取营养、扎根抽枝的肥沃土
壤。

积淀千年的历史文化，塑造了一方人民勤劳善良、坚毅果
敢的品质，这里几经变迁，方兴未艾。1899年建成广水火车站，
民国初年设广水镇；1988 年 12 月撤县建市，广水镇更名为广水
办事处；2003年 5月更名为广水街道办事处。

广办交通便利，境内京广铁路、107 国道纵贯南北，京港奥
高速、高铁连接线、346 国道、304 省道横贯东西，麻竹高速临境
而过。她经济发达，先后被授予“全国文明村镇”“全国创先争
优先进基层党组织”“湖北省百强乡镇”“湖北省文明乡镇”“随
州市十强乡镇”等殊荣。

文明具有鲜明时代性，文明创建既要
传承也要发展，只有坚持与时俱进，才能始
终充满生机与活力，始终保持着对群众的
吸引力和感染力。广水街道办事处这座具
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千年古镇、鄂北新城，乘
着新时代文明创建的春风扬帆启航，一路
乘风破浪，持续推动“由镇到城”的华丽蝶
变，聚合缔造文明的强大力量，城乡形象不
断提升，焕发出新的迷人光彩。

广水街道办事处是广水市“同城同质”
的桥头堡，也是广水市工业企业转型升级
示范区。在创建省级文明乡镇过程中，该
办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紧盯“随州工
业第一镇、全省综合实力五十强”目标，高举工业强办大旗，坚
定不移推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造纸包装印刷、医药
化工、纺织服装、新型建材四大支柱产业强劲增长，广彩印刷、
雅都纸业、双雄催化、盛宝纳等骨干企业快速扩张，广悟工业
园、马鞍工业园基础配套不断完善。2020 年，预计可实现规模
工业总产值 90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22 亿元，招商引资 10.2 亿
元，工业企业纳税 6700 万元，限上商贸销售额 20 亿元，财政收
入 1.25亿元，其中地方公共预算收入 6500万元。

如今的广办，城与乡如一枝芬芳的并蒂莲：城市品质功能
加速升级，美丽经济欣欣向荣，城市文明与村社风情深度融合，
城乡公共环境、公共服务、公共秩序和社会风气全面提升，城乡
统筹发展的崭新画卷更加绚丽多彩，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鄂
北大地上绽放。

千
年
古
镇

孕
育
文
明
底
蕴

日新月异的城乡风貌、亮丽整洁的街道、安全通畅
的交通、文明有礼的市民，融汇成广办的文明“底色”，彰
显出争创全省文明乡镇的成效，印证着 10万群众的美丽
梦想和幸福追求。

创建为民，创建靠民，创建惠民。在争创全省文明
乡镇中，广办聚焦查问题、找不足，着力补短板、促提升，
为群众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进步和变化，曾经的城
区管理“堵点痛点”成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支点”。

广水街道党工委、办事处高起点谋划，统筹实施十
大“围点攻坚”和六大“提升行动”；各级领导干部靠前指
挥调度，一线督导检查形成常态；所有创建部门聚焦重
点难点问题，动真碰硬狠抓整改落实。

他们突出顶层设计，立足同心同向，彰显创建为民
的初心与情怀。文明创建，既是顺应人民群众追求美好
生活的意愿要求，更是兑现向全办人民郑重承诺的必答
考卷。基于这样的考量，广水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坚持
站位全局，突出顶层设计，确定“作战图”，制定“任务
书”，绘好“时间表”，全面提升创建质量、创建效率和创
建水平。

街道党工委、办事处高度重视省级文明乡镇创建工
作，成立了由党工委书记挂帅的领导小组，组建了各村、
社区、部门主要负责人参与的创建专班，出台了《创建省
级文明乡镇三年规划》，分年度制定了《创建省级文明乡
镇工作实施方案》，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创

建工作中的具体困难和问题，推动了创建工作纵
深推进。

落实落细各项创建工作，形成“一盘棋”思想
是根本。在《实施方案》基础上，广办明确主城区
和创建部门的任务清单，实行网格化管理，挂图
作战、分秒必争；坚持明察暗访，调度解决难题；
印发《考核办法》《责任追究办法》，采取交办督
办、工作通报、媒体曝光、约谈问责等制度，对创
建不力的责任单位严肃问责。一项项创建活动
逐一展开，一个个考核指标落地落细，形成了创
建范围全覆盖、创建层级全调动、创建效果全提

升的良好局面，凝聚起了齐心协力抓创建的强大合力。
强力高位推进，一线督导调度，烙刻创建惠民的责

任与担当。无物业小区管理、背街小巷整治、停车秩序
管理等问题，是困扰广办百姓生活的热点问题。近年
来，广水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直面“老大难”问题、直指民
生关切，主动听民意、找问题、抓整改，一步一个脚印，全
力加速解决。

创建全省文明乡镇，必须畅通“民声”渠道。广办组
织省、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开展视察调研走访，采集
市民意见建议，推动补齐创建短板弱项。

“文明乡镇创建，是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群众期
盼什么，我们就要推进什么。”广水街道办事处主任宋月
亮对记者说，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班子成员会议和文明
创建指挥部专题调度会议，多次安排部署、研究解决问
题。全办各级领导干部主动担责、压实责任，全力推进
十大“围点攻坚”、开展六大“提升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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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元中学校园美景武元中学校园美景

▲群众在公园自娱自乐

▲投资2300万元建成的中山广场

▲开展送戏下乡活动

▲广水文化活动中心

▲广办电商大楼

▲规划占地292亩的西河商业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