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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城市文明的目的是

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袁 不断

提升我们的文明素质袁 促进

社会的全面发展袁 是我国城

市的最高的荣誉遥
全国文明城市是我国城

市的最高的荣誉袁 是指在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袁 推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阶

段袁坚持科学发展观袁经济和

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袁物

质文明尧政治文明尧精神文明

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袁
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

就袁 市民整体素质和文明程

度较高的城市遥 全国文明城

市称号是反映我国城市整体

文明水平的综合性荣誉称

号遥

组织领导坚强有力袁 创建工

作机制健全曰

思想教育深入细致袁 道德建

设扎实有效曰
创建活动蓬勃开展袁 人民群

众广泛参与曰
党政机关廉洁高效袁 社会风

气健康向上曰
科教文卫体稳步发展袁 社会

事业全面进步曰
社会治安良好袁 社会秩序井

然曰
基础设施较为完善袁 生态环

境优良曰
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袁居

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遥

全国文明城市的基本指

标涉及 野廉洁高效的政务环

境尧民主公正的法治环境尧公
平诚信的市场环境尧 健康向

上的人文环境尧 有利于青少

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

境尧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尧安

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尧 可持续

发展的生态环境冶8 个环境和

扎实有效的创建活动袁 共 9

个测评项目尧36 项测评指标尧
126 条测评内容尧369 项测评

标准袁分值为 100 分遥
全国文明城市是含金量

很高的城市品牌袁 是十分重

要的无形资产和战略资源遥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实质上是

在更高层次尧 更高水平上推

动城市发展袁 是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曰 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既是构建和谐

社会的重要载体袁 也是构建

和谐社会的重要推动力曰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是一项顺民

意尧得民心的利民工程袁实事

工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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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尧人人参与道德建设袁美德

养成从我做起遥
2尧学习道德模范袁争当文明

有礼的合肥人遥
3尧积极种植尧认养尧保护花草

树木袁为城市增一份绿色袁添
一份活力遥
4尧1+1=2袁 一棵树+一棵树=
一片森林遥
5尧宣传科学思想袁传播先进

文化袁普及法律知识袁完善社

区医疗遥
6尧真诚赢得信任袁宽容赢得

理解袁互敬赢得和睦遥
7尧诚信立业袁文明服务袁营造

规范守信市场环境遥
8尧我诚信袁合肥诚信曰我美

丽袁合肥美丽曰我文明袁合肥

文明遥
9尧崇尚法律权威袁维护法律

尊严曰培养守法习惯袁强化用

法意识遥
10尧学法尧知法袁立身守法曰用
法袁护法袁办事依法遥
11尧管住脏尧乱尧差袁留下真尧
善尧美遥
12尧一支烟燃尽修养袁半口痰

辱没文明遥
13尧安全用药尧健康相伴遥
14尧家事国事天下事袁用药安

全是大事遥
15尧让读书成为一种时尚袁让

学习成为一种习惯遥
16尧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袁推
进新一轮文明城市创建遥
17尧 倡导见义勇为袁 弘扬社

会正气遥
18尧弘扬见义勇为精神袁构建

平安和谐合肥遥
19尧见义勇为人人崇尚袁社会

和谐人人共享遥
20尧奉献爱心传递温暖袁捐献

骨髓缔造幸福遥
21尧低碳走进千万家袁节能环

保我参加遥
22尧帮助他人尧提升自我遥
23尧参与志愿服务袁争当时代

先锋遥
24尧别让文明缺失袁莫用生命

赶路遥
25尧你争我抢道路窄袁互谦互

让心路宽遥
26尧邻里和谐生活美袁家和人

和万事兴遥
27尧互帮互助好邻里袁互敬互

爱好家庭遥
28尧党团携手志愿服务袁青春

奉献和谐社区遥
29尧社区卫生人人参与袁健康

生活家家受益遥
30尧加强治安综合治理袁确保

城乡社会稳定遥
31尧正是年少时光好,莫把光

阴网上抛遥

32尧万丈高楼平地起袁百年健

康运动来遥
33尧时时撒播运动种子袁天天

收获健康果实遥
34尧学习创造未来袁知识改变

命运遥
35尧谁拥有了知识袁谁就拥有

了财富遥
36尧家庭的希望在孩子袁孩子

的希望在教育遥
37尧 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的

发生袁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遥
38尧食品安全是金袁百姓健康

是福遥
39尧诚信服务尧执政为民袁创

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遥
40尧 做官做事做人应清清白

白袁 为公为政为民需勤勤恳

恳遥
41尧门如市袁心如水袁一尘不

染曰提得起袁放得下袁百事敢

为遥
42尧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袁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浴
43尧创建文明城市袁构建和谐

合肥遥
44尧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袁文明

是城市的名片遥
45尧 举全市之力尧 集全市之

智尧争创全国文明城市遥
46尧文明城市大家创建袁文明

成果人人共享遥
47尧爱国守法尧明礼诚信尧勤

俭自强尧 团结友善尧 敬业奉

献遥
48尧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袁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遥
49尧关注一个成长的心灵袁播
种一个灿烂的明天遥
50尧创建文明城市袁打造形神

兼备的区域性大城市遥
51尧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袁推动

合肥跨越式发展遥
52尧提升市容市貌品位袁营造

良好城市环境遥
53尧告别生活陋习袁倡导文明

新风袁建设美好合肥遥
54尧维护社会公德袁遵守职业

道德袁弘扬家庭美德遥
55尧共创全国文明城市袁同享

文明幸福生活遥
56尧人人动手参与创建袁个个

争当文明市民遥
57尧推行政府公开袁打造野阳

光政府冶遥
58尧远离野黄尧赌尧毒冶袁享受健

康美好人生遥
59尧 多一份耐心袁 少一份急

躁曰 多一点包容袁 少一些争

吵遥
60尧拿出真诚袁以心换心遥 心

中有爱袁处处是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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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宣传标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倡导富强尧民主尧文明尧

和谐袁倡导自由尧平等尧公正尧
法治袁倡导爱国尧敬业尧诚信尧
友善袁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遥 富强尧民

主尧文明尧和谐是国家层面的

价值目标袁自由尧平等尧公正尧
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

向袁爱国尧敬业尧诚信尧友善是

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袁
这 24 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基本内容遥
野富强尧民主尧文明尧和

谐冶袁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建设目标袁 也是从价

值目标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袁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居于

最高层次袁 对其他层次的价

值理念具有统领作用遥
野自由尧平等尧公正尧法

治冶袁是对美好社会的生动表

述袁 也是从社会层面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

凝练遥
野爱国尧敬业尧诚信尧友

善冶袁 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袁
是从个人行为层面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

练遥 渊内刊编辑部冤

志愿服务精神
志愿者服务精神院奉献尧

友爱尧互助尧进步遥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窑安

南在 野 2001 国际志愿者年冶
启动仪式上的讲话中指出院
野志愿精神的核心是服务尧团
结的理想和共同使这个世界

变得更加美好的信念遥 从这

个意义上说袁 志愿精神是联

合国精神的最终体现遥 冶这句

话指出了志愿精神的本质袁
表达了人们对志愿服务的由

衷赞美遥
野奉献冶要要原指恭敬地

交付尧呈献袁即不求回报地付

出遥
野友爱冶要要要志愿服务精

神提倡志愿者欣赏他人尧与

人为善尧 有爱无碍尧 平等尊

重袁这便是友爱精神遥
野互助冶要要要志愿服务包

含着深刻的互助精神袁 它提

倡野互相帮助尧助人自助冶遥
野进步冶要要要进步精神是

志愿服务精神的重要组成部

分袁 志愿者通过参与志愿服

务袁使自己的能力得到提高袁
同时促进了社会的进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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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 月 被合肥市交通局评为野2011 年度春运工作先进集

体冶曰
2012 年 2 月 圆满完成 2012 年春运各项工作任务目标袁 运送

乘客 81 万余人袁无一起安全责任事故曰
2012 年 3 月 以野弘扬雷锋精神袁共建高新公交冶为主题袁结合

实际开展了一系列学雷锋活动曰
2012 年 4 月 公司成立了法规稽查部曰购置 18 台公交车辆袁进
一步提升公交的运营服务水平曰
2012 年 5 月 与安徽广电移动电视有限公司签订合作项目书袁
在公交车内安装移动电视袁提升市民出行环境曰
2012 年 6 月 荣获野高新区文明单位冶荣誉称号曰连续第二年开

展爱心送考活动袁免费乘坐公交车辆曰
2012 年 7 月 首批志愿者服务队成立袁 共 53 人袁 拉开了 2012
年文明创建工作的序幕曰
2012 年 8 月 平安运送乘客人次突破 1000 万人袁 并组织员工

签订叶客运车辆安全责任书曳曰
2012 年 9 月 领导带头袁针对车容车貌袁仪容仪表袁规范操作袁
文明服务等内容展开了逐车检查督导活动曰
2012 年 10 月 野双节冶期间袁运送乘客 13 万余人次袁未发生一

起交通事故袁一起有责投诉曰
2012 年 11 月 启动野双星冶考核工作袁出台相关制度袁规范驾驶

员服务行为袁提高服务质量曰
2012 年 12 月 市交通运输局领导莅临公司指导工作袁2012 年

1-11 月份累计运营里程 311 万公里袁服务人次 782 万遥

践行文明创建 高新公交在发展

2013 年 1 月 连续第二年被合肥市交通局评为野春运工作先进

集体冶曰举办野送温暖献爱心冶慈善捐助活动袁共计 8665.5 元曰
2013 年 2 月 再次面向公司内部公开招募文明志愿者曰成立内

刊编辑部袁创办内刊叶高新公交报曳曰
2013 年 3 月 开展义务植树尧弘扬雷锋精神等系列活动曰为生

病员工募集爱心捐款共计 10251 元曰
2013 年 4 月 启动人才招聘工作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公交车驾

驶员尧调度员以及统计分析员等袁近 30 名员工曰
2013 年 5 月 投入近六百万元采购了 15 台 10.8 米公交车袁提
升公交运力袁做好出行服务曰
2013 年 6 月 绿丝带再次飘扬袁爱心送考不停歇曰开展文明宣

传尧大检查尧志愿者服务等多项活动曰开通 656 公交线路曰
2013 年 7 月 开通 652 线夜班车曰开展以员工着装尧公益广告尧
站牌损坏及志愿者站岗等情况为主的文明创建检查工作曰
2013 年 8 月 志愿者服务再进行曰开展行车规范尧服务标识尧安
全设施等 13 项文明创建检查工作曰
2013 年 9 月 开通中科大先研院专线车曰开展野公交出行宣传

周冶活动袁倡导绿色方式出行曰
2013 年 10 月 首次组织野双星冶入星考试袁全面提升员工业务

素质曰开展无偿献血活动袁献血量近 6500ml曰
2013 年 11 月 拾金不昧袁 公司 652 线驾驶员孙自荣被授予 8

月份合肥野诚实守信好人冶称号曰
2013 年 12 月 携手城市管理局袁把好文明创建关袁在公车内部

张贴文明建设宣传标语遥
2014 年 1 月 首批一星驾驶员出炉袁共计 77 名员工达星曰孙自

荣再次被合肥高新区评为野助人为乐好人冶曰
2014 年 2 月 安全运营公里突破 1000 万曰与市公交尧柏堰管委

会齐联手袁推进高新区公交场站建设曰
2014 年 3 月 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曰合理

利用资源袁优化 650 线尧652 线及 653 线线路走向曰
2014 年 4 月 首批 4 条一星级线路产生曰开展消防演习袁进一

步强化公交车驾驶员队伍的防火意识和灭火技能曰
2014 年 5 月 开通野群众路线活动冶征求意见箱袁为员工搭建停

车棚曰举办首届技能大赛袁提升安全运营的服务能力曰
2014 年 6 月 召开文明创建工作布置会袁公交车辆的左右两侧

张贴文明创建公益宣传标语曰
2014 年 7 月 响应号召袁更换叶合肥市公共汽车乘车规则曳曰开
展运营车辆车厢内部卫生环境大检查工作曰
2014 年 8 月 召开文明创建工作动员大会袁设立野道德讲堂冶袁
深化文明创建工作曰
2014 年 9 月 启动野公交出行周宣传冶活动曰志愿者现身公交站

点袁疏导交通袁倡导文明袁营创文明创建浓厚氛围曰
2014 年 10 月 圆满完成 野十一冶 长假公交运营工作袁 做到了

4977 个运营单次零事故尧零投诉曰
2014 年 11 月 召开了文明创建迎检工作布置会袁 开展专项卫

生检查活动袁完成文明创建档案自查整顿工作曰
2014 年 12 月 继续做好文明创建各项工作袁为创建文明城市

助力添彩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