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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杭 州市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会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１日

在全市打造 “国内最清洁城市”

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　董　悦

各位领导、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杭州市打造 “国内最清洁城市”

工作推进会。根据会议安排，我就前一阶段全市打造 “国内

最清洁城市”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总结报告，并就今年的具体

工作进行部署安排。

第一方面：２０１５年以来打造 “国内最清洁城市”主要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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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为总抓手，推动打造

“国内最清洁城市”工作全面落实。

１加强环境综合治理。牵头协调市直部门对照 《全国文

明城市测评体系》标准和打造 “国内最清洁城市”工作任务

分解要求，大力推进城市环境综合治理。深化主要道路、城郊

结合部、公共场所、背街小巷、工地周边等重点部位整治，全

市城市整体环境洁化水平显著提升，区域环境质量显著改善。

２０１５年，全市道路清洁度达９５％以上。

２加强公共秩序管控。开展户外广告、渣土乱象、夜间

违法大排档等专项整治，拆除违法户外广告 ５１７５块、查处随

意倾倒渣土问题２８９７件、查处摊点乱摆问题８２０７件。开展交

通杆件 “多杆合一”、标识标牌 “多牌合杆”等专项行动，营

造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２０１５年，全市街面序化度达 ９５％以

上。

３加强公共环境建设。全市城区新增绿地面积２７５万平方

米，建成４０００平方米以上公园绿地２１处。落实屋顶绿化项目

３６个，面积 ５７万平方米。完成 ３０个新建及改建亮化项目，

消除城市照明 “暗区”１０１７处。２０１５年，全市道路和景观照

明亮灯率达９８％以上。

二、以省、市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为契机，促进打造

“国内最清洁城市”工作长效化管理。

１加强管理考核。２０１５年，全力做好了迎接浙江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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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程度指数测评和杭州市对各区、县 （市）的城市文明程

度指数测评。测评结果实行 “三项纳入”：一是纳入市直单

位，区、（县）市综合考评；二是纳入区、县 （市）党政领导

班子考核评价体系；三是纳入市直单位党委 （党组）及其主

要领导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考核。通过 “三项纳入”，优化城

市环境，提升环境品质，形成激励机制，推动打造 “国内最

清洁城市”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

２加强督促检查。一是开展专项督查。结合全国文明城

市复评和省、市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组织开展重点行业、

区域专项督查，积极整改存在问题。二是开展日常督查。定期

组织面上督查，随时掌握交通路口、旅游景点、大型商场、城

郊结合部等地的保洁保序情况。三是开展城市文明督导员督

查。组织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对全市示范点进行暗访检

查，每季度召开例会，通报督查情况。２０１５年，共督查问题

２８７个，下发抄告单８９张，整改率达１００％。

３加强宣传教育。一是加强新闻宣传。在市级主要媒体

开设打造 “国内最清洁城市”专栏，集中推出一批宣传报道。

组织媒体围绕城市环境问题开设话题，监督环境卫生问题的整

改。二是加强公益宣传。开展 “书香换花香”绿色兑换活动，

传播环保理念，提升市民的爱绿护绿意识。三是加强社会宣

传。组织开展 “传播核心价值观？扮靓杭城迎嘉宾”墙景美

化作品大赛，围绕 “清洁杭州”、“讲文明、树新风”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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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各区、县 （市）创作墙绘作品，美化城市环境。运用彩

信平台，设计编发 “垃圾分类”、“生态文明”等手机彩信 ５７

条，发送数量达６３０余万人次。

三、以各类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为载体，夯实打造 “国内

最清洁城市”基层基础。

１深入开展美丽系列创建活动。围绕 “美丽杭州”目标，

大力推进 “美丽城区”、“美丽乡村”、“美丽庭院”、“美丽校

园”系列创建活动。结合 “文明镇 （村）”评选和复评，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２０１５年全市投入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经

费１５亿元。农村垃圾处理、污水治理、环境绿化、河道整治

等基础性民生工作有序推进，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完成 ２０

个农村改水设施改造项目工程，新增无害化卫生厕所 １８６万

座，累计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９６４１％。利用春节、五一、

十一等重要节日，开展４次 “扮靓杭城迎嘉宾，市民清洁大行

动”，全市８１１万余人次参加，清除各类垃圾 ３３万余吨、清

洗城市家具１３万余件、清除牛皮癣６万余处。

２深入开展文明系列主题活动。围绕 “做一个文明有礼

的杭州人”主题，开展文明出行、文明旅游、文明过节等系

列文明行动。一是组织开展 “爱的抛物限”公益活动，倡导

拒绝车窗抛洒杂物。二是加强 “野导”治理。加强文明旅游

宣传引导，利用宣传手册、电子荧屏、提醒牌等载体，加强对

市民游客的提醒和宣传。开展常态化的联合执法和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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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对景区及周边 “野导”的打击力度，维护了杭州旅游市

场的良好形象。三是组织开展 “文明过节”活动。发出 “文

明过节”倡议书，向市民群众重点倡导不放烟花爆竹，减轻

保洁压力，净化城市空气。春节、元宵期间，全市燃放量大幅

减少，空气质量明显提升。

３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开展地铁文明引导行动。

以 “先下后上乘地铁，文明一米迎嘉宾”为主题，广泛发动

机关干部、党员、团员、少先队员等，引导乘客有序排队、文

明乘车，共同营造和谐有序的交通环境。发挥 “清洁杭州志

愿服务队”、“垃圾分类志愿服务队”、“文明劝导志愿服务队”

等队伍的作用，广泛开展主题宣传、卫生清洁、护绿环保等志

愿服务活动。

四、以培育精品亮点为引领，推动打造 “国内最清洁城

市”工作高水平发展。

１培育先进典型。组织市直部门赴天津学习 “美丽天津”

建设经验，借鉴天津市的先进做法，加强示范点管理培训，推

进打造 “国内最清洁城市”工作提质升级。组织以市人大代

表、市政协委员对全市所有 “国内最清洁城市”示范点进行

暗访督查，督查成绩按季度排名通报。２０１５年，新培育打造

“国内最清洁城市”示范点 １４个。截至目前，全市共培育社

区、行政村、农贸市场、特色街区、广场道路、公园校园等六

大类示范点１０３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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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推进城市 “四治”。完成截污纳管项目４１６个，新增生

态示范河道５条，绕城公路内城市河道基本消除黑臭现象。控

制机动车尾气污染，淘汰黄标车８１万余辆，新增更新公交车

辆１９２１辆。控制工地 “扬尘灰气”污染，督查在建工程 ６４００

余次。２０１５年，市区空气质量 ＰＭ２５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１２３％。实行垃圾总量控制管理，积极推广垃圾分类减量有效

举措。２０１５年，全市垃圾分类小区达 １８３６个，参与家庭 ９４７

万户。组织开展违法停车专项整治活动，提高对城市道路的管

控力度。２０１５年，市区共处罚违法停车２１５万余起，拖移车辆

２９万余辆。

３加强 “十小”治理。推进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

贩等行业治理，关停取缔小作坊等３１９家。加快推进无证照餐

饮整治工作，整治无证小餐饮 ６４００余家，整治率 ９５５％。加

强小美容美发店、小网吧等公共场所的卫生监督执法工作，共

检查公共场所近 ８万余次，整改 ２６００余家，取缔 １３４家。继

续加大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执法力度。加强上网服务场所

巡查，上网服务场所１４万余次，警告２２２家次，停业整顿１２

家次，吊销证照１家。

第二方面：２０１６年打造 “国内最清洁城市”工作要点

一、着力提高 “五化”水平，全面推进环境品质提升工

程。

１提升洁化管理水平。突出全市 Ｇ２０期间重要场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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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线路、重要区域、重要窗口、重要宾馆、重要公共服务场所

等地，提升清洁保洁标准，加大管理考核力度，推进城市环境

管理保持高位水平。深入开展 “扮靓杭州迎嘉宾，市民清洁

大行动”、“喜迎 Ｇ２０？垃圾不落地”等活动，吸引市民广泛

参与，营造整洁优美的城市环境。

２提升序化管理水平。坚持疏堵结合，源头治理，开展

出店经营、占道经营、非法广告、渣土偷倒等市容环境秩序专

项治理，加强地铁站口、交通要道、农贸市场和学校周边的街

面管控，加强建管衔接，着力保障环境有序。

３提升绿化管理水平。继续挖掘绿化潜力，扩大绿地面

积，优化重要路段、区域和节点的绿化布置，提升城区绿化质

量。强化绿地管控，加大损绿毁绿查处力度，全力呵护杭城绿

色风景线。

４提升亮化美化水平。实施峰会保障重点区块整体环境

提升改造，规范建筑立面、城市家具管理，精心布置城市景

观，提升城市品味。精心做好城市亮灯工程，加强景观照明设

施维护，提高亮灯率，打造城市精美空间。

二、着力发挥引领作用，大力夯实清洁城乡基础工程。

１打造精品亮点。按照 “精致、细致、极致”要求，提

升创建标准，加强创建指导，新培育一批打造 “国内最清洁

城市”示范点。加大对示范点宣传，提升示范点的美誉度和

示范引领功能。加强动态管理。按照 “质量为上、示范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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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平衡”的原则，坚持以日常管理考核成绩为依据，实行

有进有出，有奖有罚，对不达标准要求的，建立退出机制。

２加强监督检查。坚持 “领导督查、专项督查、日常督

查、城市文明督导员督查、新闻监督”五位一体的监督体制，

狠抓热点、难点问题的专项治理。重点抓好 Ｇ２０期间重要场

馆、重要线路、重要区域、重要窗口、重要宾馆、重要公共服

务场所等地的督查。落实市民素质提升工程专项行动要求，组

织开展公交、地铁文明排队督导工作，推进公交、地铁文明排

队、文明乘车管理服务上水平。组织开展城郊结合部、城中

村、景中村脏乱差，“十小”行业管理不规范，“五乱”现象，

“野导”问题，“四害”孽生等专项整治，集中力量破解一批

影响城市品味和形象的问题。

３抓好考核测评。继续做好中央、省城市文明程度指数

测评迎检工作，组织开展杭州市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测评

结果继续做到考核机制 “三项纳入”，推动各、区 （县）市及

市直相关部门对照全国、省和杭州市的 《测评体系》内容和

要求，补齐城市环境短板，改善城乡环境面貌，提升全市打造

“国内最清洁城市”工作整体水平。

三、着力整治突出问题，深入推进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１推进城市治理。加强河道治理。强化河道配水清淤工

作，打造生态示范河道，巩固提升河道水质。推进废气治理。

加快新能源公交客车应用，加大黄标车淘汰力度，减少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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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气对城市大气环境影响。深化垃圾治理。加强垃圾分类宣传

和现场投放指导，规范分类行为，推广垃圾 “智慧分类”，做

到垃圾分类区域全覆盖。

２整治农村环境。配足配强农村保洁力量，健全清洁保

洁体系，推动打造 “国内最清洁城市”工作向农村拓展延伸。

完成省定年度杭州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任务。推进农村改水改

厕。完成市财政补贴 ２０个农村改水项目，１万座农村卫生户

厕改造任务。加强农村河道整治，深化农村河道 “河长制”

工作，建立常态化监督机制，实现全市农村河道保洁全覆盖。

３规范 “十小”行业。加强对食品加工小作坊、小食杂

店、小餐饮店、小农资店、小菜场、小音像店 （网吧）等

“十小”行业的领导和管理，不断巩固 “十小”行业治理成

果。加强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管，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提升经营

者法制意识。开展公共场所卫生监督，推进公共场所控烟工

作，提升行业卫生管理水平。

４整治 “两非”、“野导”。加强对道路交通的日常管理，

持续开展各类道路交通管理专项整治活动，提高对城市道路的

管控率，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推进旅游目的地常态化巡查工

作，加强文明旅游宣传教育力度，在Ｇ２０峰会前后、重大节庆

期间和旅游旺季，开展专项联合整治，维护杭州旅游的良好形

象。

四、着力加强宣传教育，全力推进市民素质提升工程。
—９—



１加强市民教育。组织开展系列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以

市民素质提升工程为总揽，以市政协建议案——— “打造最文

明杭州”为目标导向，广泛开展文明出行、文明旅游、文明

过节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倡树文明意识，培育文明风尚。以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宣传活动为抓手，设计制作并发

布一批提升市民素质为内容公益广告，教育引导市民当好东道

主，做城市良好形象的宣传者、践行者。

２加大宣传力度。在主流媒体开设各类专版、专栏、专

题节目，发挥新闻媒体舆论引导功能，全方位宣传报道打造

“国内最清洁城市”工作。继续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加强媒

体与市民互动，发动广大市民为打造工作出谋献策。利用户外

广告、电子荧屏、宣传栏、宣传橱窗等阵地，大力开展 “当

好东道主、做个文明人、喜迎 Ｇ２０”系列主题公益宣传。组织

开展墙景美化评选活动，编发文明礼仪彩信，积极营造人人参

与打造 “国内最清洁城市”，扮靓杭城迎嘉宾的浓厚社会氛

围。

３发动群众参与。以 “当好东道主、人人做贡献”为主

题，深化 “先下后上乘地铁，文明一米迎嘉宾”、 “排队守秩

序”等志愿服务活动，引导市民建立遵守公共秩序的良好素

养。积极引导市民以增添城市美丽为内容，扮靓自家阳台，洁

美小区环境。深入推进 “三关爱”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开展

“垃圾分类”、“五水共治”等志愿服务活动。加强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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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大发展党员志愿者队伍、民间志愿服务组织和各类专业志愿

服务队伍，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单位组织志愿者队

伍，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支持打造 “国内最清洁城

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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