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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幼专政字[2017]12号 

 

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17 年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实施方案 

 

2017 年是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和首届省级文明城市总评

年，为落实市政府、市教育局关于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精神，

努力创建文明和谐校园，以优异成绩为全市文明创建做贡献，

对标全市文明创建工作测评体系，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以人民满意为标

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坚持把争创全国文明城

市作为发展和谐教育、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契机，切实加强师

生精神文明建设，充分发挥学校在文明创建工作中的主力军作

用和教育辐射作用，努力打造勤廉节俭、尚德修身、履职尽责、

诚信关爱的校园氛围，为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出贡献。 

二、工作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办好人民满意教

育，夯实文明创建基础，提升广大师生文明素质，推进学校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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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文明创建工作质量全面提升，实现校园文明和谐、安全稳定，

以优异成绩通过 2017年国家和省级文明城市总评验收。 

三、工作任务 

对照市文明办《2017 年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重点任务“四

个干”运行图》和《唐山市 2017 年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操作手

册责任分解》，结合学校工作实际，今年我校要重点推进以下

几个方面的工作： 

1.开展文明单位创建活动。 

一是广泛开展文明学校创建，做人民满意的教育工作者、

激发干事创业斗志、提升教职工素质，为学校发展提供坚实的

思想保障。 

二是开展廉政文化进校园活动，有重点、全方位、多层次

地把“敬廉崇洁”融入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全过程，营造浓厚的

校园廉洁文化氛围。 

三是建设学习型校园，形成全员学习、终身学习、自觉学

习的良好风尚。 

四是以幼专校园建设为契机，狠抓校园绿化、美化、净化

内外环境，创设整洁、文明的校园环境。 

  2.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 

一是坚持使用和培养并行，狠抓干部责任意识和纪律意

识，充分发挥干部在落实党委号召、落实学校发展建设任务中

的领导作用，努力打造政治过硬，勇于担当，廉政勤政的领导

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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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教职工中开展“做表率、修师德、铸师魂”活动，

促进工作落实，争创一流业绩，努力打造爱校爱岗，业务精良

的教职工队伍。 

三是以基层组织建设为重点，鼓励党支部开展有针对性的

特色活动，教育引导党员立足岗位，尽责有为，让党员群体“平

时工作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真正发挥基层党支部的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四是开展“重品行、树形象、做榜样”活动，通过加强公

众人物社会责任教育，提升思想道德境界。 

五是利用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学生干部的辐射作用

和身边好人好事的感召力，营造团结向上、乐观好学的氛围。   

六是实行表彰奖励制度，大张旗鼓宣传好人好事，引领校

园新风尚。 

3.全面开展文明城市创建宣传教育。 

一是在校门、教室、校园内显眼位置悬挂张贴核心价值观

24 字内容及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相关主题活动宣传。 

二是广泛制作、刊播展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明风尚融入各类生活场景之中，做

到抬眼可见，举足即观。 

三是进一步完善校园网络、部门网站、微信平台建设，坚

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提高学校精神文明宣传质量和社会影响力。 

四是有针对性地开展文明城市创建宣传普及和明白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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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以发放明白纸、告家长一封信以及利用 qq群、校讯通、

微信等平台，普及文明城创建必须的知识要点，让师生、家长

充分了解文明城市创建的意义及学校的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提

高其思想认识。 

4.努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师生日常生活。 

一是发挥工会在和谐校园建设中的桥梁作用，围绕中国

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文明城市创建内容，积极组织教职

工开展志愿服务、爱心捐助、文体活动等切实有效的文明创建

活动。 

二是发挥入学教育、军训、开学典礼、道德讲堂、校外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等阵地作用，开展有针对性的主题宣传教育活

动。 

三是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深入开展主题教育月

活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24 字”内容

熟背于心，外化于行。 

四是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发挥班团会、主题活动等教育

宣传作用，面向全校深入开展法治意识、国家意识、社会责任

意识和家庭意识宣传教育活动；加强学生法制教育（反邪教、

黄赌毒、防诈骗等教育），努力提高学生法制观念和守法意识，

防止受骗、违法行为的发生。 

五是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强化班级文化建设，

注重师生参与和实践，努力形成班级文化特色。 

六是充分发挥社团在学生思想教育和文化生活中组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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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立足实际开展各类文艺、体育比赛活动。 

5.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 

汲取我校多年积累的社会公益文明服务经验，充分依靠师

生力量，大力推进师生志愿服务队伍建设，实现志愿服务活动

常态化、长期化、规范化，打造学校文明建设品牌。 

一是精心组织关爱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困难职工、残疾

人等志愿服务。 

二是开展“保护母亲河”、校园卫生环境维护等环境保护

义务劳动。 

三是坚持开展党员爱心捐助及公益服务活动，充分发挥党

员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先锋模范作用。 

四是在落实国家和省市关于贫困生资助、助学金等政策规

定外，积极创设条件为贫困生提供勤工助学岗位，切实解决好

贫困家庭学生的上学困难问题。 

6.积极开展城乡共建活动。 

一是响应上级号召，成立帮扶工作组，深入农村开展驻村

帮扶工作，为我市“美丽乡村建设”做出贡献。 

二是发挥团委的组织引导作用，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寒暑假

“三下乡”活动。 

  7.积极推进平安校园建设。 

一是坚持“综合治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

落实“一岗双责”等安全制度，坚持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做到

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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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坚持有针对性开展应急演练活动，增强师生应急逃生

能力和危险自救能力。 

三是对照标准完善校园安全设施和管理措施，做到物防、

技防、人防、消防设施符合标准，无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

通道现象。 

四是在重大活动和重要时间节点，积极与当地派出所等单

位联系，请求协助维护学校秩序和安全，确保校园安全稳定。 

   四、实施步骤 

 （一）组织动员阶段（3 月份）。3月底面向全校做好宣

传发动工作，动员广大干部师生全员参与，营造浓厚的创建氛

围；建立起一把手负总责，相关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的创建领导

小组；根据测评体系，结合学校工作重点，制定具体创建方案，

细化分解责任，明确创建目标，把创建工作牢牢抓在手里；3

月底将学校领导小组名单、职务、联系方式上报市教育局党委

办公室。 

（二）深化创建阶段（4—6 月份）。增强标杆意识和责任

意识，逐项对照测评体系，开展好各项主题教育活动，不折不

扣、高质量完成工作，确保各项测评指标全面达到测评标准以

上。同时，认真做好档案资料整理上报、实地考察、问卷调查

等各项迎查准备工作。 

（三）巩固提升阶段（7—12 月）。各部门要提前谋划，

按照 7 至 8月份迎接国检，9月份迎接省检，做好对标自查，

及时发现问题和不足，做好整改提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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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要求 

  1.强化工作领导。把开展文明创建作为学校重要工作目标

来抓，做到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与日常教育教学等工作两手抓、

两不误、两促进，通过活动创建提高学校办学质量和校园建设

发展。学校成立以校长为组长，学校副职为副组长，相关部门

齐抓共管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学校办

公室履行文明创建办公室职能)，负责日常工作任务督导、对

外联系、反馈汇报等。 

2.营造创建氛围。通过会议、通知、信息推送等方式广泛

进行宣传发动，提高干部师生的知晓率和参与率；利用橱窗、

广播站、黑板报、网络新媒体等手段和途径，积极宣传创建文

明城市的目的、意义、要求，及时报道好的经验和做法，大力

营造创建工作的舆论声势和氛围；每月 16 日前将重点负责测

评体系指标落实情况，以文字材料加图片的形式报学校办公

室，并随时反馈创建工作中的特色、亮点。 

3.加强材料审核。上报材料要紧扣主题，精练准确；方案、

过程及图片、总结能反映某项活动即可；说明报告、实景图片、

统计表格等材料要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参看责任分解表）编制

和填报，杜绝内容拼凑、画蛇添足、文不对题、简单堆积等情

况出现。 

4.落实创建责任。各部门要按照学校创建实施方案的具体

要求实行目标管理，明确工作责任，将各项迎检指标逐条逐项

分解到人，对每项活动做到有计划、有行动、有总结，对标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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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体系提高工作针对性，结合实际突出工作亮点和特色，确保

在测评和上级检查考核中各项指标得满分。学校工作领导小组

将进行经常性督导检查，对敷衍塞责、流于形式的部门进行通

报批评，其结果将纳入学校年度考核指标当中去。 

 

附件：1.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17 年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领导小组 

2.领导小组名单、职务、联系方式 

3.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17 年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任务分解表 

 

  

 

                           

 2017年 3 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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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17 年城市精神文明创

建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人员组成如下： 

组  长：李艳红 

副组长：孙建祥  吉红顺  李小六  张永红 

成  员：张卫华  王振国  邵立志  孙久民  姚爱红 

        李志江  韩晓存  李静宇  王久儒  薛昌存 

        李永波  张守文  王志文  王会成  高国闻 

侍永宝  王佳宜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落实领导小组关于学校 2017

年城市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部署，人员组成如下： 

主  任：张卫华 

副主任：刘大海 

成  员：陈亚新、王  颖、高  英 

联络员：陈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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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17 年城市精神文明创

建工作领导小组名单、职务、联系方式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座机） 联系方式 

李艳红 党委书记、校长 7316996 18633157008 

孙建祥 党委委员、副校长 7316968 13831500019 

吉红顺 党委委员、副校长 7313721 18633157007 

李小六 党委委员、副校长 7381916 18633959597 

张永红 党委委员、副校长 7380321 18531585585 

张卫华 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 7312929 18531585581 

王振国 组织人事处处长 7312977 18633157027 

邵立志 纪检监察处处长 7312911 18531585580 

孙久民 教务处处长 7381911 18531585591 

姚爱红 学生处处长 7316926 18531585579 

李志江 财务处处长 7381929 18633157019 

韩晓存 后勤管理处处长 6281680 18633157029 

李静宇 安全卫生处处长 7312922 18531585565 

王久儒 科研处处长 7381910 18531585598 

薛昌存 工会主席 7382921 18531585568 

李永波 学前教育系主任 7381917 18531585572 

张守文 学前教育系书记 7381917 18531585578 

王志文 艺术系主任 7381919 18531585597 

王会成 语言文学系主任 7312985 18531585590 

高国闻 语言文学系书记 7312985 18531585569 

侍永宝 
公共教学部主任 

兼信息教育技术中心主任 
7381915 18531585589 

王佳宜 团委副书记 7380322 15232509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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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唐山市 2017 年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操作手册责任分解 

实地考察部分 

指标 

名称 

测评内

容 
测评标准 实地考察点位及标准 责任单位 

我校各部门

任务分解 

Ⅱ-5 

教 育 实

践 

Ⅲ-9 

融入日常生活 

1）依托基层宣传文化阵地和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道德讲堂等，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 

利用板报橱窗等学校宣传阵地和道德讲堂多种形式宣传展示核心价

值观。 
所有学校 

道德讲堂办公室 

板报橱窗等团委 

Ⅱ-10 

“ 讲 文

明 树 新

风”公益

广告 

Ⅲ-21 

制作刊播情况 

1）刊播“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和“图

说我们的价值观”通稿； 

2）自行制作刊播高质量、有新意的公益广

告作品； 

①广泛刊播展示公益广告，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明风尚有机

融入各类生活场景之中，让人们抬眼可见、举足即观； 

②刊播的公益广告可以是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发布的通稿作品，也

可以是本地组织设计制作的、体现地方特色的、符合公益广告宣传

主题要求的作品。 

所有学校 

团委 

Ⅱ-30 

公 共 安

全 体 系

建设 

Ⅲ-64 

公共安全保障 

2）社会面、重点单位及社区物防、技防、

人防、消防水平符合安全要求。 

①有符合标准的物防、技防、人防、消防设施； 

②无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现象。 
所有学校 

安全卫生处 

后勤管理处 

 
实地考察主要以暗访方式进行，随机抽取考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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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申报部分 

指标 

名称 

测评内

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责任单位 

我校各部门

任务分解 

Ⅱ-3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和

中 国 梦

学 习 宣

传教育 

Ⅲ-5 

学习教育和主

题实践系统化

长期化 

4)加强法治意识、国家意识、社会责任意

识和家庭意识教育。 
说明开展宣传教育的情况(说明报告，实景图片)。 

工职院、幼专、玉

师 

学生处、各系（部） 

安全卫生处、团委 

Ⅱ-5 
教 育 实
践 

Ⅲ-10 
发挥榜样作用 

3)开展文化界、体育界、教育界、科技界
人士及企业家“重品行、树形象、做榜样”
活动； 

说明开展加强公众人物社会责任教育，提升道德境界的活动情况(说
明报告，实景图片)。 

一中、幼专 

团委、学生处、各
系（部） 

Ⅱ-8 

志 愿 服

务 制 度

化 

Ⅲ-16 

制度化建设 

2）大力弘扬志愿精神，积极培育志愿服务

文化，市民对志愿服务活动认同和支持率

≥90%，注册志愿者人数占城市建成区常住

人口比例≥10%，注册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

活动的人数占注册志愿者总人数的比例≥

70%，注册志愿者每年人均参加志愿服务活

动的时间≥25个小时； 

说明注册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人数占注册志愿者总人数的比

例及注册志愿者每年人均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时间的情况(统计表

格)。 

所有学校 

团委（学生）、办

公室(全体党员)、

各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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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关爱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困难职

工、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开展党员志愿

服务，开展文明旅游、文明交通、文明上

网等志愿服务活动，组织专业志愿服务队

开展志愿服务。 

①分别统计学校关爱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困难职工、残疾人志愿

服务活动情况(统计表格)； 

②说明开展党员志愿服务的情况(说明报告，实景图片)； 

③说明中小学校开展青少年志愿服务的情况(说明报告，实景图片)； 

④分别说明开展文明旅游、文明交通、文明上网志愿服务的情况(说

明报告，实景图片)； 

⑥说明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学雷锋志愿服务的情况(说明报告，实景图

片)。 

①②④⑥所有学校 

③中小学 

团委（学生）、组

织人事处（困难职

工、离退休）、 

办公室（教工、设

施） 

 

 

Ⅱ-37 

文 明 单

位创建 

Ⅲ-85 

扩大创建覆盖

面 

1)在机关、企事业、学校、社区、景区等

普遍开展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并延伸到新

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 

说明开展创建文明单位活动的情况(说明报告，实景图片)。 所有学校 

根据活动明确负

责部门 

Ⅱ-38 

以 城 带

乡、城乡

共建 

Ⅲ-86 

帮扶共建 

2)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经常

化，组织城市文明单位与村镇结成对子长

期帮建。 

提供开展“三下乡”活动、文明单位与村镇结对子的情况(统计表格)。 所有学校 

三下乡，团委 

美丽乡村建设工

作组 

荣 誉 称

号 

获得国家、有

关部委的荣誉

称号 

每获得一项有效荣誉称号得 1 分，6 项以

上(包括 6项)得 6分。 

①提供所获荣誉称号的完整名称、颁发时间与颁发机构，并统计所

获荣誉称号次数(统计表格)； 

②提供所获荣誉称号的牌匾或证书的照片(实景图片)。 

所有学校 

办公室 

说明报告按要求写出情况说明，字数控制在 800字以内，同时附开展活动方案（通知、安排）、

过程总结等材料。实景图片要求提供现场照片、样报图片或电脑、电视截屏，每项活动提供 3 张照片。

单个图片文件控制在 2MB以内，统一制作成 JPG或 JPEG 格式，必须附有相应的文字说明，说明内容应

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主题、事由等基本要素。统计表格按要求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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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部分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问卷主要内容 负责单位 落实情况自查 

Ⅱ-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
学习宣传教育 

Ⅲ-5 
学习教育和主题实践系统化长期化 

对本市开展中国梦宣传教育效果的评价。 各院校 学生处、团委、各系部 

Ⅱ-5 
教育实践 

Ⅲ-8 
深化推广普及 

对本市宣传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效果的评价。 
各院校 

学生处、团委 

Ⅲ-9 
融入日常生活 

对本市发放市民文明手册情况的评价。 
团委（学生） 

办公室（教工） 

Ⅱ-6 
文化培育 

Ⅲ-11 
培育良好家风家教 

对本市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方面的评价。 各院校 
团委、学生处 

（主题班团会） 

Ⅱ-7 
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和学习宣
传 

Ⅲ-15 
开展学习宣传活动 

对本市道德模范、最美人物、时代楷模、身边好人
等先进典型学习宣传的评价。 

各院校 学生处、团委、各系部 

Ⅱ-8 
志愿服务制度化 

Ⅲ-16 
制度化建设 

市民对志愿服务活动认同和支持率
≥90% 

①是否愿意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②身边的志愿服务活动氛围是否浓厚。 

各院校 
团委（学生） 

办公室（教工） 
各支部（党员） 

Ⅱ-15 

法治宣传教育 

Ⅲ-29 

全民普法教育 

引导全体人民自觉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全民法治宣传教育的普及率≥

80% 

①对本市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情况的评价； 

②是否参加过本市组织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各院校 

学生处 

安全卫生处 

Ⅱ-20 
文明诚信服务 

Ⅲ-38 
执法监管部门和窗口服务单位 

①对本市窗口单位服务质量的评价； 
②对本市行政执法监管部门工作的评价。 

各院校 办公室配合 

Ⅱ-21 
国民教育 

Ⅲ-40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 

市民对义务教育的满意度≥75% 对本市义务教育的满意度。 各院校 办公室配合 

Ⅱ-25 
市民文明素质 

Ⅲ-51公益活动 对本市开展公益活动的评价。 各院校 办公室配合 

Ⅱ-36 
群众广泛参与 

Ⅲ-84 
群众满意度调查 

＞80% ＞75% ≤75% 
①对本市参评全国文明城市的支持率； 
②对本市开展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的满意率。 

各院校 办公室配合 

问卷调查方式分为入户调查和随机街访两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