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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过夜”部署落实  “马上就办”立行立改 

——市交通港航局紧急召开会议部署落实行业整改工作 

 

12 月 16 日，市“双创”工作指挥部督查考核组指出我市公

交车、公交站点、出租车一是依然存在出租车随意上下客现象；

二是个别公交站点志愿者工作主动性不够。针对上述问题，市交

通港航局局长林健立即召集相关单位及出租车企业负责人召开紧

急会议，部署落实整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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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林健要求重点落实三个方面工作，一是与会企业要立

即向每一位出租车司机强调传达，遵守行业规则，违规重罚，确

保不再发生出租车拒载和随意上落客等问题。二对于出租车管理，

市运管处要主动作为，认真研究，制定更为严厉的行业考核制度，

对考核不达标、管理不到位的企业既要进行经济处罚，又要对应

地扣减出租车运营指标，通过建立考核机制加强行业管理；深入

研究，制定彻底解决出租车司机议价、拒载等恶性违规经营行为，

解决高峰期打车难的办法和措施，促进行业良性发展。三是对于

公交站点志愿者服务工作，即日起由市运管处安排 50名运管人员

加强志愿者服务力量，充分发挥运管工作人员的作用，带动和引

导学生志愿者积极主动做好引导市民依序乘车和劝阻不文明行为

的志愿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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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点赞 

（原文刊发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人民日报》13 版，按照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市“双创”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孙新阳的指

示，下发各级各单位学习。）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4 个月，

城市大变样 

——海口“双创”刷新一座城 

 

坑坑洼洼的泥石土路，铺上了青石地砖；电动车乱窜、拥

堵不堪的十字路口，在交警和志愿者的疏导下变得井然有序；污

水横流、垃圾遍地的马路市场，变身整洁的休闲公园；斑驳涂鸦

的墙壁，粉刷成了张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题字图画的文化长

廊……短短 4个月，海南海口洁净一新，变化之大令市民、游客

赞叹。 

变化始于今年 7月最后一天，海口市委、市政府在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简称“双创”）工作动员大会上，

吹响了一场城市改造攻坚战的号角。自此，全城进入“双创”模

式，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巡街访巷整治环境、劝导制止不文

明行为；市民主动加入志愿服务，清理垃圾、维持交通秩序，城

市面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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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被唤醒了。全市上下齐心协力，社会各界积极

参与，以‘愚公移山’之志，充分发扬‘四种精神’，‘双创’

工作首战告捷。”海南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孙新阳说，“双

创”将推动海口在未来三年实现城市风貌、城市管理两个大变

样。 

新面貌：抹掉“脏乱差”，人人动手创建。天蓝海蓝、气候

宜人，空气质量稳居环保部重点监测的 74 个城市的首位。宜居

之城的美誉，让人很难把海口和交通秩序混乱、街道无序摆摊、

垃圾随处可见等“脏乱差”联系到一起。长久以来，基础设施建

设欠账太多、城市功能配套跟不上城市发展，让海口的城市风貌

和人居环境大打折扣。 

“双创”伊始，海口就投入 4亿元资金用于老旧城区小街小

巷的改造，从整治“脏乱差”入手，优先抓好城乡环境卫生治

理、道路交通秩序治理、日常市容市貌治理、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公共安全秩序治理、城乡公共卫生治理等“六大治理”，并

决定用 3年时间着力完成产业项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棚户区

改造等 3个“千亿元”投资工程。 

“要借‘双创’理一理民生账本，把新的民生事项要求与

年初计划的民生事项结合起来，用‘双创’推进民生。”海口市

委副书记、市长倪强说。 

4 个月来，海口已改造完成 505 条小街小巷，正在改造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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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车行道修复6.06万平方米，人行道修复4.7万平方米，排水

井盖提升、修复3167座；升级改造1家农贸市场；拆除违法建筑

2654 宗，182.73 万平方米，全年拆除违法建筑 239.28 万平方

米；91 条道路和 12 个小公园及绿地的苗木全部补植补齐；火山

公园、观澜湖景区等一批景区的升级进入快车道。 

凤翔路入丁村的城南路被喻为龙华区、琼山区交界共管的

“中英街”，是出了名的难管“马路市场”，因为全面清理了占

道经营，实施严格的“门前三包”责任制，道路变得整洁有序、

畅通。琼山区及时采取疏堵结合的方式兴建了城南安置点，安置

了原 260 多户占道经营摊主，同时配齐了垃圾桶等必要保洁设

施。镇村干部加强安置点的日常巡查，发现哪家清洁不到位，立

即督促摊主整改。在市政市容部门的强力推动下，全市“双创”

区域内现有的 4 万多家店铺、小区、工地、各单位等“门前三

包”责任主体单位（业主），全部签订了“门前三包”责任书。4

个月来，共处罚不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单位 1.4 万多家。 

“从没见过海口如此干净”“这才是旅游城市的样

子”……市民和观光旅游侨胞的交口称赞体现在近日出炉的海口

市“双创”百日模拟入户调查结果上：海口“双创”工作群众满

意率为 89.94%，各区群众满意率也均在 85%以上。 

新气象：焕发干劲，促干部作风转变。今年 8月 8日，6000

多名省、市机关干部职工走上海口街头劝导交通不文明行为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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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场面，蔚为壮观。他们头戴“双创”志愿者的小红帽、身披红

色绶带、手持小红旗，在车水马龙的路口和主干道旁指挥电动车

有序通过，劝阻行人闯红灯、翻越隔离栏等不文明行为，搀扶老

幼妇孺、残疾人，向市民发放交通法规知识资料，引导市民文

明、安全出行。整座城市都涌动着热情的红色。 

如今，这样的巡街劝导已成为常态。每天下班后，党员干

部都会到街巷夜市明察暗访、督查整改、排忧解难；云龙镇干部

按照责任分工，每天上街一小时排查整改“门前三包”、车辆秩

序、环境卫生等问题；在城南路，党员干部 24 小时不间断巡

逻，对 200 多户流动商贩逐一劝导说服。 

今年 9 月 24 日，海口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审议、表决并全票通过了《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深入推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的决议》，将市委的

“双创”决策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全市人民的共同行动。“实

现‘双创’目标，是全市人民共同的责任和期待。”海口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陈宏芬说。 

海口市政协深入调研，提出了《关于我市“双创”工作中共

性问题调查研究的报告》，为“双创”提供智力支持。“海口是

我家，‘双创’靠大家，大家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

小事做起！”海口市政协主席韩美说。 

为了“双创”，海口推出了前所未有的专项工作“四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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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四套班子“一把手”同时担任“双创”领导小组组长，6

名市委常委任副组长。他们带头深入一线访民情、听民意、解民

忧，像普通志愿者一样清扫街道、疏导交通。在每周固定召开的

领导小组会议和指挥长会议上，他们会商热点、难点问题，及时

研究部署解决。 

“我们通过创新建立健全的组织架构和体制机制来保障

‘双创’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市委副书记、市“双创”工作

指挥部指挥长吴川祝说，海口把21个街道、5个镇和桂林洋经济

开发区等 27 个单位作为“双创”创建主体和考评单位，实行市

领导挂点和单位包点制度。把任务细化分解到镇街，人、财、物

资源下沉到区、街（镇）一级，每位领导干部、每个单位，都有

一份责任和明确分工。 

对照创建测评标准体系，海口每月对创建成效开展考评，

考评结果和存在问题在媒体上曝光，并跟踪督办，确保整改到

位。对督查中发现的难点问题，市委组织部部长、市纪委书记分

别约谈相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整改不到位的，“双创”工作指

挥部和各区及时问责。目前，全市累计 152人次因推动“双创”

工作不力被问责，共下发督办通知 362 件 2519 宗，已反馈 2262

宗，整改反馈率 90%。 

“这是用最严格的监督和问责，确保‘双创’的目标和任

务全部落实到位，并且形成长效机制，不再出现‘边整治边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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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的局面。”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双创”工作指挥部常务

副指挥长巴特尔表示。 

“双创”成了助推干部作风转变的利器，全市党员干部焕

发出极大的干劲，下基层多了，为百姓办实事多了，党群、干群

关系更加密切。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增强了，行政效能明显提

高，投资环境比以前更加优越，今年前三季度，海口 87 个在建

省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317.78亿元，占年度计划97%，同比增

长 26.79%，超序时进度 38.07 亿元，保持领跑全省的高速度。 

海口港马村中心港区工程二期、海口新海滚装码头一期工

程、美兰国际机场二期扩建项目、海口南渡江引水工程、海秀快

速干道、美安科技新城……一个个已经建成投产或正在建设的重

点项目，掀起海口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高潮。今年前三季度，海

口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8.4%，分别高于全国、全省 1.5、0.2 个

百分点。 

新环境：助民惠民，让美好凸显。近日，一位网友在网上发

布了致海口市委书记的一封信，反映一位流动摊贩因“双创”生

计受影响的问题，立即收到了市委书记孙新阳的回应：“我们不

欺软也不怕硬，欢迎市民为‘双创’多提建设性的宝贵意见，即

使是吐槽，也洗耳恭听。”把密切联系群众贯穿“双创”全过

程，使百姓在“双创”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让“双创”成为

名副其实的造福百姓的民生工程，这是海口“双创”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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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启动不久，孙新阳就深入基层，帮助解决海甸三

西路马路市场商贩转型经营的问题，引导全市各级各部门高度关

注民生工作。在环境整治过程中，各级党委政府因地制宜地引导

分流本市困难居民的就业，对小摊小贩、残疾人等弱势群众给予

更多关怀和帮助，让他们感受到城市的温情暖意。 

从农村来海口谋生的残疾人李和平，在南海大道边上租用

两个集装箱开小卖部。“双创”整治主干道周边的“违建”，李

和平的临时小卖部被拆除了。拆除过程中，海秀镇不仅妥善安置

好他的货物、家什，还帮他解决了租铺面的难题。“以后再也不

用提心吊胆占道经营了。”李和平说，政府帮他解决了多个难

题，今后他要做好“门前三包”，用行动支持“双创”。 

为落实“双创”中民生保障问题，市民政局对因“双创”

专项整治出现务工困难、家庭生活困难的人员进行摸底调查，将

面向“双创”一线工作单位开发出首批 100个公益性岗位，留出

部分岗位给占道经营人员及其家庭成员。 

通过叫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发

挥身边好人、最美人物的引领作用，海口营造出浓烈的“双创”

氛围，无处不在传递着提升城市文明的正能量。占道经营的商贩

少了、闯红灯的电动车少了，乱扔垃圾的行人少了，好人好事层

出不穷，琼山区凤翔街道办干部薛根军患癌仍坚守岗位，直至生

命最后一刻；秀英区海秀街道办海秀镇网格员吴静茹不畏高温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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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轻伤不下火线等，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双创”割除了人

的不文明陋习，扭转了一些人不良的生活方式，市民逐步适应新

的环境、文明素质在提升，海口在提速城市改造的步伐。海口市

目前拥有各级道德模范 182 人、“海口身边好人”300 多名，其

中上“中国好人榜”有 18人。 

正如孙新阳在给网友的回信中写道：“对受到市民喜爱的

美食、对有文化价值的‘旧东西’、对一些易于流逝的记忆，我

们将本着尊重与敬畏的心妥善进行安置、保存、呵护，这本身就

是“双创”的应有之义。双创，并不是要抹去美好的记忆，而恰

恰是要抹去‘脏乱差’，让‘美好’更为凸显，从而为这座城市

增添和保留更美好的记忆。” 

 

动态信息 

1.我市全面推广种植三角梅，已在多个主要干道共种植三

角梅约 1.5万株。 

2.海秀快速路项目预计 2016 年 7月 30日主桥全线通车，同

年 9月 30日桥梁及道路工程全面竣工。 

3.12 月 14 日，龙华区司法局在城南路开展“双创”法治宣

传教育活动，向群众发放《交通安全法》、“双创”宣传单等资

料。 

3.12 月 15 日下午，“爱心光明万里行”签约仪式在我市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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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300 名白内障患者将获资助。 

4.12 月 15 日，海口 21 路公交线路新增 18 辆油电混合动力

车，有效缓解线路压力。 

5.12 月 15 日，秀英区举行五源河休闲度假区项目开工仪

式，项目总投资 30亿元。 

6.12 月 16 日，市海洋和渔业局组织力量对涉渔“三无”船

舶进行集中扣押、拆解和清理取缔，2016 年 1 月 30 日前全面完

成拆解任务。 

7.12 月 16 日晚，市政协组织“双创文化惠民”送戏下乡文

艺演出在拦海村洗夫人庙广场举行。 

8.12 月 16 日，美兰区在《海口日报》公布第一批全区文明

卫生“流动红旗”评选结果，全区共评选出了 600 面“流动红

旗”和 165个差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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