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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商洛·法治商洛

回 眸 十 四 运

迎 庆 残 特 奥

秋高气爽、硕果累累的九月，在万众瞩目中，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如约而至。为“办一届精彩圆满的
体育盛会”贡献商洛力量，我市将项目建设、设施完善、环境
整治、城市美化和精细管理一体推进，城市设施、城市功能、
城市品质、城市形象大幅提升，为火炬传递活动和正式比赛
营造了干净、整洁、安全、优美的城市环境，全力保障了赛事
圆满举办。

高效率做好筹备工作高效率做好筹备工作

十四运会筹备工作开展以来，市、区城管部门和各成员
单位组建工作专班，将城区划片包干、网中定格、格中定人、
肩上定责，建立一个片区“一名县级领导带队、一个部门主
抓、一支队伍督查”的全天候常态化自查自纠机制，地毯式摸

排、发现问题、制定方案、明确时限、夯实责任、立行立改，确
保赛事环境只留精彩，不留遗憾。

能否给八方宾朋留下好的印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首当其冲。为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各路工作人员加班
加点、昼夜施工，加速推进仙娥湖片区道路桥梁工程和通
信路北延续建工程，不断完善城市交通体系；对城区部分
破损道路、人行道和单位小区出入口实施维修，提升了市
政道路完好率，对立交桥、王塬桥、银杏公园景观桥等锈
蚀、脏污、掉漆的1892延米护栏进行刷新，对公园广场内
部公共设施进行全面检修；24小时不间断、上足马力加快
建设西新社区排水管网，疏通各路段雨污水管道1966米，
降低污水排放环保风险。

针对市执委会交办的23项环境治理任务和自查发现的
85个问题采取清单化落实、交账式推进，全部整改清零。集
中利用1个月时间提前完成了中心城区6220块(处)、5.2万

m2违法违规户外广告
拆除任务。对立交桥
西南角占用国有土地
多年来违法建筑依法
拆除，并在拆除后的空
地上正在设计建设 1
座“口袋公园”，让老百
姓共享城市的绿地、山
水和建设成果。

开展公厕提质升
级暨“最美公厕”创建
活动，对中心城区108
座公厕常态化实行“包
厕到人”点对点、全覆
盖督查，全面实施了公
厕除臭专项整治，每年
创建 10 个“最美公
厕”，公厕环境卫生达
到“六有六无六洁”标
准，方寸之地已成为展
示商洛文明形象的一
张靓丽名片。

全面完成城区主
要街路及公园广场内
823个配电箱的美化

和工农路“孝”文化墙、原汽车站围墙以及火炬传递路线部分
墙体美化工作。持续开展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加强道路清扫
保洁、洒水作业、垃圾收集清运、污水处理工作，利用智慧城
管手段提高赛道和火炬传递路线各类违法案件的采集、交
办、处置效率。

““高颜值高颜值””环境迎接宾朋环境迎接宾朋

围绕“绿满商洛·花映鹤城”主线，我市巩固提升“十万
苗木扮鹤城”“十万花卉香满城”专项行动成果，加大
绿化提升力度、拓展城市绿化空间，累计完
成312国道沿线、环城北路西施坡等
地55块边角地、待建地绿化整治任
务，利用边角地、空闲地新建成
29座“口袋公园”，见缝插绿、应
绿尽绿；重点在赛道及火炬传
递路线、公园广场等公共区域
新栽植各类花卉 4.56 万株、
各类乔灌木33.26万株，新增
绿化面积5.2万m2，让市民推
窗见绿、出门进园。

对城区已建成的 3座人行
天桥实施了花卉装扮，绿植鲜花夹
道，成为闹市空中一景。在市行政中
心、南大门、丹鹤楼广场、西商二线引线以
及民主路、州城路、工农路、江滨大道、立交桥以及市
莲湖公园等70多处重要节点上设置绿雕8处、花柱1处、
摆放鲜花110多万盆，整个赛道和火炬传递路线被五颜六
色、姹紫嫣红的鲜花及景观花带装扮一新，打造出了“一城
锦绣多路花带、多处点缀芬芳吐艳”的靓丽街景，人在街上
走、身在画中游。

加大“护绿”力度，把40.3万㎡公共绿化实行外包管理、
科学养护，累计浇水7800m3、施肥27.3吨、修剪4轮、除草和
病虫害防治7轮，治理干腐病树木2000多株，对500多株银
杏树实施了复壮，修剪公园广场内草坪绿篱95.67万m2(含高
新区8.39万m2)，昔日面黄肌瘦的苗木苍翠欲滴。维修龟山
彩虹桥、主次干道、背街小巷亮化设施643处，改造更换安装
各类灯具1099盏(个)、器材772件(套)、线缆1000多米，城市
亮灯率升至98%以上，城市夜景璀璨绚丽。完善供水、供气、

供热应急预案，强化管网排查检修，保障赛事期间城区供水、
供气正常运行。

高标准场馆服务赛事高标准场馆服务赛事

为保障各项赛事顺利进行，我市加快场馆建设和赛道提
升。原商州区体育馆改造升级成为总建筑面积4100㎡的十
四运会排球训练馆，蟒岭绿道商州段31公里赛道进行坡体
加固、滑坡治理、路面修复、赛道标识标线划设，全面加强路
域、周边镇村环境整治和绿化美化，让蟒岭绿道成为骑行最

佳目的地。洛南县音乐小镇两侧8500多立方米滑
坡体完成治理，商洛高新区对8.6公里赛道实
施环境提升，市交通局完成原赛道S307黄沙
岭段路面中修工程、G344洛南县城南过
境路段沉陷处理工程和G242赛道“7·
23”5处水毁路段修复工程。

抢晴天、战雨天，24小时不间断，
出动人力360人次冒着大雨昼夜干，
仅用3天完成火炬传递路线等地鲜花
摆放工作，同时冒高温、顶烈日不间断
补苗、更换、浇水、养护，持续保持良好的

景观效果。先后完成丹江公园内劳务市
场锈蚀栅栏更换、原汽车站棚改区域内环境

整治、通江路南段丹鹤楼斜对面烂尾楼环境提
升等一大批影响市容市貌的重点难点任务。

公路自行车赛事期间，持续强降雨造成我市环城北路西
施坡等自行车赛道沿线大小共15处滑坡体，城管队伍实行
四班倒、24小时不间断监测，对突发滑坡险情第一时间采取
紧急措施妥善处置，累计调动各类机械15台次、人力133人
次、清理塌方1600m3、遮挡覆盖滑坡面积3000m2、冲洗路面
7000m2，此外，商州区、洛南县、高新区实施了赛道沿线市容
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全力保障赛道通畅和竞赛安全。

一座青山为屏、丹江为魂、山环水绕、城景交融的
生态宜居城市向
各方来宾展示了
一张靓丽商洛的
新名片，在全运
会史上留下了商
洛记忆。

“ 颜 值 气 质 ”双 提 升 扮 靓 鹤 城 护 全 运
——十四运会(商洛赛区)环境保障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刘 媛

本报讯 为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商南
县过风楼镇不断强化措施，压实责任，谋划解决方案，以“三个强化”
切实推动平安建设工作，为全镇平安稳定和谐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强化组织领导，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定期召开全镇平安创建动
员大会，明确责任，细化措施，实行分管领导负责制，统筹镇维稳办、
派出所、司法所等有关部门，发挥包村干部、村民组长、网格员、志愿
者作用，壮大平安建设队伍，形成群防群治、群策群力的良好氛围。
按照自然村落，实行“人盯人+”网格化管理。将全镇划分为346个
片区，构建全村人、户、物全方位覆盖，零死角的网格化管理体系。

强化宣传活动，平安建设深入人心。认真扎实开展“十个一”
宣传活动，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品、广播播放等多种方式进行
广泛宣传。在全镇主要路段、各村出入口、村广场等公共场所悬挂
横幅30多条，发放宣传手册、日历、年画共5万多份，出动平安宣
传车17辆。镇、村干部佩戴红袖章下乡入户，组织了巡逻队开展
巡逻，协同村“四支队伍”进村入户开展政策培训和平安建设宣传，
让平安创建观念深入人心。

强化矛盾调处，构建和谐邻里关系。镇、村干部利用入户走
访、发放宣传品、开展问答培训等有利时机，深入村、组和农户，拉
网式开展信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
动。针对群众矛盾纠纷及时排查、
按期办理。截至目前，处理了10多
起矛盾纠纷，化解3起重复信访积
案，营造了和谐平安的社会环境。

(商南县委政法委供稿)

过风楼镇“三个强化”创建平安乡镇

本报讯 (王江波 通讯员 毕波波)10月21日，洛南县开展
“爱我商洛·心系洛南”系列主题活动，在全县营造“人人爱洛南、人
人爱家乡”的浓厚氛围，奏响“爱我商洛”最强音。

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突出展示脱贫攻坚工作成果和洛南风
土民情、人文历史、文化资源等内容，组织开展“数家珍、说变化、增
乡情”活动，着力营造“知家乡、爱家乡、颂家乡”的浓厚氛围。围绕
如何提高执行力、提高群众满意度和推进乡村振兴3个方面，组织
开展“凝聚共识、转变作风”大讨论活动。围绕中国共产党100年走
过的光辉历程、洛南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在洛南经济社会发展各个
领域中涌现出的先进个人和先进典型代表，组织开展大型摄影展、
主题征文及先进事迹报告会等“喜看洛南新变化”活动。围绕产业
发展、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环境保护等重点工作，组织开展“洛南发
展我献策”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建议。
围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人才助力乡村振兴工程”及全县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组织开展“洛南建设我出力”活动，吸引洛南在
外知名人士、成功企业家等以实际行动支持家乡建设发展，引导广
大干部群众投身家乡建设。在全县各个行业挖掘、选树先进典型，
组织开展“最美人物”评选表彰活动，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见贤思
齐，弘扬社会正能量，让大家学有榜样、行有示范。围绕实施创建市
级文明县城行动，开展“文明创建”大提升活动，持续深化文明单位
创建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各部门志愿服务队联合各镇办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组织开展“爱洛南·爱家乡”文明倡导志愿服务活动，不
断提高洛南对外良好形象，合力唱响“洛南美”主旋律。

洛南开展“爱我商洛·
心系洛南”主题活动

如果海底捞售卖的是服务，那么他
服务的品质就是“海底捞”；如果矢志不
渝的坚持是暖色的，那么他22年如一日
的坚守更是温暖如初的；如果干一行爱
一行是底线，那么他爱岗敬业的品质就
是天际线……他就是商南县过风楼镇政
府炊事员张昌福。

张昌福，作为过风楼镇的一份子，
也是干部职工心中的“棉袄”。只要有
他在，职工们早晚都有一口热乎的饭
吃。只要有他在，就有家的味道，有家
的温暖。从 1999 年到 2021 年整整 22
年的坚守，张昌福从一名 24 岁的小鲜
肉变成两鬓斑白的“老腊肉”；从一人

坚守到夫唱妇随、夫妻二人共同掌勺
……送走了 7 任书记，5届班子，50 多
位退休干部。变化的是岁月，不变的
是信念与品质。

很早之前，就有耳闻：过风楼镇上伙
食好，一周不重样，红烧肉做得好。待到
今年，因为工作调动，我被调到过风楼镇
工作，真正见识了过风楼镇的伙食，也结
识了朴实大气的张昌福，领略了过风楼镇
干部生活的“幸福指数”。

张昌福有一个原则：吃饱为止。每
一个干部来吃饭，都让自己打，吃多少、
打多少，不额外收钱。菜不够立马现炒，
饭不够重新做。他还有一个追求：大多

数满意为止。为了大多数人满意，他总
是变着花样保证大家吃好。周二中午的
蒸面一直是镇村干部的宠儿，不干不沱、
不腻不柴、有油有肉、有菜有汤。周四中
午的红烧肉不管肉贵肉贱，从不吝啬、任
你吃饱。周一早上的豆浆油条，是你放
心的首选。周三、周五早上的酸菜方便
面加鸡蛋，你吃饱为止。还有那让人垂
涎的油泼面、油旋馍……总是让你下乡
归途迫不及待。夏天他会时不时给大家
整出一份凉皮，冬天变着花样把蔬菜呈
送到碗里。

张昌福有一个品质：大气爽快。见到
任何干部群众都是笑脸相迎。大锅饭众

口难调，有的嫌味儿淡了，有的嫌油轻了，
有的嫌蒜放多了……他总是呵呵一笑：
“下次注意。”遇到周末加班的干部，他和
妻子早早上街买肉，一人和面，一人调馅
儿，给大家包饺子，待大家如自己家人一
样。每逢节假日，值班干部和他们夫妻俩
就是一桌子，端午节、中秋节、春节总是和
大家一起点亮院内灯火。

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能
在一个小小的伙房里 22 年如一日、寒
来暑往的坚守，这份勇气让人敬佩，这
份付出让人感动，这份情谊让人内心
温暖。他就像一件“棉袄”，其貌不扬、
分外暖和！

乡镇干部的暖心“棉袄”
——记商南县过风楼镇炊事员张昌福

黄山林

本报讯 (汤正华)近日，镇安党
校驻村工作队联合永乐街办八亩坪
村党支部共同创建的党建教育品牌
乡音党课开讲。

镇安党校驻村工作队通过实地
调研，针对该村党员群众年龄老化、
文化程度偏低、外出务工较多、学习
教育不经常的问题，充分发挥好党校
职能作用，为八亩坪村创新打造一个
党建教育品牌“乡音党课开讲啦”，以
鲜活生动的方言土话讲政策、讲道
理、说故事，用乡音传递“党音”，让党
的好政策深入民心，确保农村党员干
部、群众听得懂、记得牢，落到实处。
在开展“乡音党课开讲啦”活动中，突
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村党支部书记、
第一书记、优秀共产党员、老党员、返
乡创业青年、县党代表等讲党课，深
入田间地头、院落、扶贫车间、搬迁点
等场所不拘形式讲乡音党课，重点讲
好、学好党的创新理论和党的基本知
识、光荣历史、优良传统，教育广大党
员群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不
移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

首期党课，驻村第一书记汤正华
以《红二十五军长征占领镇安县城及
历史启示》为题，并结合党员干部和
片长的思想工作实际，讲了一堂生动
精彩的乡音党课。50多名党员群众

听后纷纷表示，为镇安的光荣革命史感到自豪，为牺牲
的烈士致敬，要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以
实际行动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更好传承红色基因、
践行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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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丹凤县聚焦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在抓城带乡、抓镇带村、抓线扩面、抓点示范上做文章，建设
秦岭山水乡村，有序推进“两边一补齐”“两拆一提升”和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图为棣花镇在辖区 312 国
道沿线开展环境综合整治。 （陈沛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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