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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来，汕头创文行动可谓取得傲人的成果。然而不文明行为一直存在，文明创建任重道远。如今，
全国已掀起新一轮文明城市创建热潮，为了巩固创文强管效果，汕头应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一是提高
市民个人素养，培养文明行为意识；二是加快道路升级改造，提升市民出行便捷性；三是保育修复旧建
筑，打造城市新名片；四是完善共享电车管理体系，推行用户信用制度；五是强化管理机制，整治污染
源；六是加强监管力度，规范市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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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hantou’s action to create a civilized city has achieved impressive results. However, uncivilized behaviors have always existe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ivilized city has a long
way to go. Nowadays, the whole country has set off a new wave of civilized city creation.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strong management effect of creating civilized city, Shantou should start from the
following six aspects. One is to improve the personal quality of citizens and cultivate the awareness of civilized behaviors, and the other is to speed up the upgrading of roads to impro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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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ience of citizens’ travel. The third is to preserve and repair old buildings and create a new
image for the city; the fourth is to improve the shared tram management system and implement
the user credit system; the fifth is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to rectify pollution
sources, and the last one is to strengthen supervision and standardize market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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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6 年以来，汕头市政府为改善城市环境，提升文明形象，正式启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强化城
市管理行动。回眸过去几年，“创文强管”行动席卷汕头大地。如今，市容市貌得到了较大改善，城市
文明形象不断提升。然而，创文永远在路上，针对汕头市创文后市容、交通、基建、民生等方面存在的
不足，汕头还需强力推动创文提质升级，全面提升汕头文明水平，惠及全市人民。

2. 汕头创文后城市变化情况分析
为了了解汕头市创文后市民对市容、交通、基建、民生等方面的感受及想法，开展线上问卷调查。
此次调查活动，共有 205 人参与，有效问卷 200 份，有效率为 97.6%。通过调查数据，结合近年来汕头
市新闻媒体报导的有关内容，分析创文的有关情况。

2.1. 汕头市民对创文的认知情况
在汕头创文前大多数市民对环境总体感觉不满意，市民认为路边摊随处可见，垃圾乱弃，脏乱差现
象突出，公共休闲文化场所较少，具有历史记忆的旧建筑濒危，也有部分市民认为危楼现象得不到解决。
由此可见，汕头创文行动刻不容缓。创文后带来一系列变化，例如绿化带和公共休闲文化场所增加，老
市区改造焕发新活力，共享电车选择多样化，大多数市民体验良好，满意度较高，由此表明，创建文明
城市是汕头加快振兴发展的正确选择。创建文明城市，不仅是为了拿下全国文明城市的招牌，更是要让
这里的人们过上文明幸福的美好生活[1]，让海内外潮人对汕头更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汕头市民也
要意识到创文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提质升级。

2.2. 汕头创文在交通方面的整治情况
首先，在汕头创文后，共享电车的投放方便了市民出行，减少了环境污染。调查发现，虽然相关单
位已在主干道划定共享电车停放区域，但部分地方存在共享电车投放过量，随意停放等现象，影响市容
市貌，也给交通出行带来安全隐患。其次，市民不文明交通行为有所减少。超过三分之二的市民认为创
文后交通乱象有所减少，但仍存在部分骑摩托的市民乱闯红灯、不按规定佩戴头盔的行为。最后，道路
改造工程初显成效。相关部门在城市主干道增设绿化带及人行天桥，优化升级路面排水管道，修整路面
坑洼不平的地方，但仍存在小部分道路不平坦，说明汕头道路改造工程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有不足
之处，需要不断加强升级改造力度，缓解交通压力，提高出行便利性。可见，汕头创文后不文明交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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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所改善，这得益于市民意识的提高、交警部门的辛勤付出、志愿者的积极参与，但市民的文明出行
意识和安全驾驶意识仍有待提高。同时，部分道路未能及时改造或修补。

2.3. 汕头创文在文化场所的改造情况
首先，创文前，许多市民认为具有历史文化的古建筑比较破旧，又遭受比较严重的破坏，通过创文
强管，87%的市民认为历史建筑得以修缮保育，例如具有“百载商埠”的骑楼久经岁月风霜，经过修缮
已基本恢复从前风貌，部分骑楼改装为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楼、店铺，充满了浓郁的潮味文化，说明历史
建筑得到有效的保育和活化，汕头市民和外地旅客对此拍手称好，但调研发现，仍有部分古建筑未能得
到有效的保护。其次，超过九成的市民表示创文后公共休闲文化场所增加，如西堤公园、杏花公园等。
西堤公园通过深挖侨批文化内涵，打造“侨批”“地图广场”“批局”“过番纪念码头”等元素，让市
民朋友和来汕游客真切感受先辈那段背井离乡奋斗的艰辛，体验独具特色的“侨批文化”。西堤公园与
礐石大桥交相辉映，形成一道靓丽独特的风景线。在实地调查中，发现人民广场缺少指示牌，不便外地
游客识别方向，宜增设便民提示牌。最后，政府在建设休闲文化场所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增加了绿化
带，提高了空气湿度，减少了空气污染，美化了城市环境，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在近
郊或乡村文化场所建设方面偏少。

2.4. 汕头创文在环境卫生的整治情况
根据调查结果，近六成市民认为汕头创文强管的整治措施合理有效，促进城市环境整洁有序，但也
有部分市民认为措施合理但效果不明显，需要进一步整治。在黑臭水体整治方面，虽然政府编制了“一
沟一策”的治理方案，采取截污控源、河道清淤、生态补水、生态修复、岸上景观提升的方法[2] [3] [4]，
使黑臭多年的水体日渐清澈。在市场卫生整治方面，以龙眼市场为例，政府对其升级改造，优化空间布
局，疏通排水通道，使市场及周边道路干净整洁。如今，市场上随意乱扔废弃蔬菜、乱摆乱放、占道经
营、污水乱倒的现象明显减少，许多流动商贩也被要求在市场内指定区域经营，市民到市场买菜也比较
方便，整体体验良好。这些变化得益于汕头的创文强管工作，也离不开广大市民朋友的大力支持和积极
配合，但仍存在部分黑臭水体整治不全面、不彻底的情况以及政府治理在前、工厂排污在后的行为，也
出现部分农贸市场，周边流动商贩较多，难以彻底整治市场乱象。

3. 汕头创文提质升级途径
3.1. 提高市民个人素养，培养文明行为意识
汕头创文行动，不仅需要提升城市形象，更需要提高市民素质。在实地调查中，发现许多市民仍存
在驾驶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时不自觉佩戴头盔，在使用完共享电车后不自觉摆放整齐的行为等，从这些
方面体现出市民的素质仍需提高。做文明汕头人，需要从孩子抓起。学校每周的思想品德课，除了要对
孩子进行思想教育，还要让孩子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创文行动中，从小树立文明风尚，培养文明意识，增
强交通安全意识。

3.2. 加快道路升级改造，提升市民出行便捷性
汕头借助创文强管之风，对多条主干道进行升级改造，但多条主干道齐修，严重影响市民的出行，
尤其是在上下班高峰期，常存在交通拥堵。政府面对该现状，应完善道路修缮实施方案，对人流量较大
道路错开施工时间，或集中物力、财力、人力修整某一条主干道，缩短施工周期，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影
响。此外，许多市民表示在下雨天气时，由于部分街道排水系统老化，经常出现“水浸街”的现象，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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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居民出行造成不便，希望政府升级改造道路能惠及到大街小巷，建议政府部门增加资金投入，升级
改造大街小巷，提升市民出行便利性。

3.3. 保育修复旧建筑，打造城市新名片
政府应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保育修复旧建筑，传承具有历史印记的文化，使城市换发新活力。以“小
公园”历史文化建筑为例，其作为开埠文化的重要见证，是海内外潮人的精神家园所在。在创文强管工
作背景下，融合现代科技元素与地方文化特色，对其原有的历史风貌进行保育修复，使其成为汕头创文
的一面旗帜，既保护了历史建筑，传承了历史文化，又增添了崭新现象，打造出文明城市新名片。

3.4. 完善共享电车管理体系，推行用户信用制度
有关共享电车的公司应该制定管理标准，细化实施细则，完善管理体系，规范共享电车的使用与停
放，加强日常巡查力度，定期整理街边小巷的共享电车，及时检查并维修好问题共享电车，消除安全隐
患。此外，还需构建大数据信息系统，完善信用积分体系，推行用户信用制度，限制失信人员使用共享
电车，严惩破坏、私藏共享电车行为，鼓励全民依法依规使用共享电车，并相互监督，奖励积极举报破
坏共享电车的行为并保护举报者的个人信息。

3.5. 强化管理机制，整治污染源
虽然汕头已对新河沟、龙湖沟、港区排洪沟、大窖池、明珠河沟渠、沟南围沟及南排渠等黑臭水体
进行整治，但仍存在部分沟渠整治不彻底、水体依旧黑臭等现象。整治黑臭水体，需要政府多部门通力
协作，明晰职责分工，共同整治污染源，同时加强日常监管，强化管理机制，不断提升水体洁净程度，
实现整治效果长效化。此外，有关部门应该深刻认识到整治黑臭水体，净化水资源的重要意义，全面排
查污水来源，核清各地黑臭水体情况，制定整治黑臭水体实施方案，并定期向社会公开治理进展和结果。

3.6. 加强监管力度，规范市场运行
汕头创文强管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在市场改造方面已经初现成效，许多市民对市场升级改造
的效果持以满意和支持的态度，但调查发现，仍有少数商贩存在侥幸心理，没有按规定入市经营，常与
城管玩“躲猫猫”，城管在时比较规范整洁，城管一旦离开便随意摆放、乱丢垃圾、占道经营。为此，
政府仍需加大对市场周边占道经营和超门店经营现象的查处力度，巩固好“创文”成果，给予市民良好
的生活环境。

4. 结束语
汕头创文行动，打造的不仅是“文明牌”，更是“民心牌”[5]。经过五年多的努力，汕头在 2021
年被中央文明办确定为 2021~2023 年创建周期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名单[6]，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各种
不文明行为仍存在我们的身边，文明创建任重道远。因此，我们要以此次提名为契机，以更大力度、更
大决心，掀起新一轮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热潮，确保开好头、起好步，努力赢得先机，让汕头成为一个环
境优美、文明和谐、宜居宜游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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