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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通讯

员 鸣义 ）

生活在“全球最安全城市”

之一的广州， 你的感觉如何？ 昨日，

记者从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获悉，

该中心最近出台的 《2019 年度广州城

市状况市民评价报告》 显示， 广州市

“社会治安” 满意度为 86%， 在“民生

安全” 领域满意度各项评价中居于首

位， 并达到历年最高位。

每年开展“广州城市状况市民

评价”追踪调查

构建平安稳定的社会，是群众安居

乐业、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

在拥有千万常住人口的广州市，社会治

安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广州社情民

意研究中心自 1990 年起至今， 每年都

开展“广州城市状况市民评价”追踪调

查， 并定期开展社会治安的专项调查，

至今已经有 20 多次， 调查结果及时反

映广州市民的诉求和期待。

据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总干

事梁幸枝介绍，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治

安是广州市民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

在这个时期，群众安全感尚可，但总体

来看，满意度还不太高。 进入本世纪后，

市民对社会治安的不满意度有所下降。

2009 年前后， 市民评价呈现好转，

满意度超过不满意度。 在这十年里，广

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定期开展了社会

治安的专项调查，围绕市民“对广州治

安的评价”“对警方工作的评价”“安全

感状况”以及“受侵害情况”多方面进行

社情民意研究。

研究显示，2003~2005 年，广州市民

对“社会治安”评价不高，主要原因是随

着广州经济高速增长，人、财、物的快速

流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部分违法犯罪

分子，而当时警方新的打防管控机制仍

在探索建设当中，致使偷、盗、抢为主的

小额侵财型违法犯罪有所增长。

一直以来，历任广州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治安的社情民意，不断加强对

警方资源的投入，并从创新社会控制机

制的角度，如组建辅警等社会治安辅助

力量，最大限度动员和发挥社会各种维

护公共安全力量的作用，注重抓流动人

口管理的全过程。

同时， 全民参与意识逐步增强，各

类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以及村、镇、街

居民组织的共同努力，切实扭转了广州

治安形势， 推动市民治安观感显著向

好。

“社会治安” 满意度2015年后

逐年增长

记者了解到，市民对“社会治安”的

满意度在 2010 年随后几年呈现稳步上

升趋势，2015 年满意度首次突破五成，

达 51%， 之后满意度如上台阶式的增

长。 2017 年 67%，2018 年 74%，2019 年

86%，达到历年最高位；而且在民生安全

方面明显高于其他指标，在广州社情民

意研究中心多年民调中实属少见。

这主要得益于近年广州积极营造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警方构

建“六位一体”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和“智

慧新警务” 等高科技手段的广泛使用，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进一步增强，治

安水平媲美国际化大都市。

《2019年度广州城市状况市民评价报告》显示———

广州社会治安满意度创新高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曾文秀 ）

1 月

16 日，广州市从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特

色活动———“花开新时代 幸福满街口”

2020 年从化区街口街新时代文明实践

文艺汇演暨首届新春邻里节启动仪式

在从化区文化公园举行。 从化区相关领

导、街口街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以及街口

街群众等 600 多人参加活动。

亮点1：

街口街首届新春邻里节启动

本次活动由从化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指导，街口街党工委、街口街道

办主办，信息时报微社区 e 家通、金地

商置广电地产承办。

当晚，街口街新时代文明实践特色

活动———首届新春邻里节正式启动。 据

了解，开展新春邻里节活动旨在更好地

构建和谐邻里关系，大力倡导文明过节

方式,营造欢乐祥和的春节氛围，进一步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征程。

新春期间， 街口街将通过整合辖区资

源，组织村、社区，以“新年乐邻里情”为

主题，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明实践活动，

让街口群众守望相助一家亲，其乐融融

过大年。 此次文艺汇演，也是新春邻里

节的重头戏，拉开了整个活动的序幕。

亮点2：

讲述党群干部奋斗的“幸福故事”

本次汇演以“幸福”为主题，围绕

“感悟幸福”“传递幸福”“共享幸福”三

个篇章展开，讲述街口街党群干部奋斗

的“幸福故事”。 当晚，舞台剧、现代舞、

民族舞、粤剧、粤语相声、粤语歌曲串

烧、大合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

这场汇演，还是一场“百姓春晚”，

重在街坊参与。 街口街引导街坊作为文

艺汇演主角， 让观众从看客变成主角，

极大地调动了街坊参与的热情。 记者了

解到，为给广大街口街坊展现出一场精

彩绝伦的视听盛宴，当晚参与汇演的节

目，不少是通过前期街坊报名，主办方

优中选优， 挑选出的最具有思想性、艺

术性、代表性、观赏性的精品力作。 不少

现场观众也表示， 整个汇演亮点多多、

精彩纷呈， 深刻地感受到“幸福满街

口”。

亮点3：

互动抢答推动“新思想”入民心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新时代

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

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回答正确！ ”在

当晚汇演的现场问答互动环节，观众们

的热情参与掀起了活动的又一轮高潮。

街口街以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旨，围绕“爱国”

“新时代”“幸福”“初心”“使命”“民生”

“老城市新活力”“奋斗”“小康” 等关键

词设置问题，用百姓喜欢的互动问答形

式和质朴生动的语言风格，从而引导大

众感悟“新思想”的重要内涵，让党的创

新理论更好地走进百姓心里。

2019 年，街口街扎实推进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站建设工作，实现区域全覆

盖，建成并挂牌运行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1 个、村

（社区 ）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27

个； 围绕街道中心工作及群众需求，先

后举办各类文明实践活动 100 多场次，

服务群众 20000 多人次，进一步推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

入人心。

亮点4：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精品下基层

记者了解到，本次文艺汇演，从化

区文化馆

（总馆）

、 街口街综合文化站

（分馆）

除指导群众节目外，还推送了一

批高水平的粤剧、 歌舞节目参与演出。

据了解，作为从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文

艺精品项目，从化区文化馆自去年启动

总分馆制建设工作以来，通过与各镇街

分馆联动，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文艺作

品，形成了“一镇一街一特色”。 在本次

汇演中，小红豆粤剧工作室

（街口街粤

剧文化协会）

带来的唱颂从化乡村振兴

特色小镇建设的粤剧作品《美丽的艾米

稻香小镇》、区文化馆带来的舞蹈《盛世

欢歌》等精彩节目，就是从化区文化馆

启动总分馆制建设下，所诞生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文艺精品。

亮点5：

街口街党政领导班子向街坊拜年

当晚，广州市区融媒体中心“新花

城”APP 对整场文艺汇演进行了网络直

播。 街口街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借助当晚

大家欢聚一堂的机会， 向广大街坊拜

年，并通过“新花城”APP，将新春祝福传

到千家万户。

本次文艺汇演，也是信息时报微社

区 e 家通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五送”

服务下基层之一。 为了更好地提升整个

演出的水准，信息时报微社区 e 家通大

力整合资源，安排知名导演、专业策划

团队，参与创意、策划、执行、编导等工

作。

信息时报微社区 e 家通围绕“助力

基层治理”的初心与使命，以新时代文

明实践为抓手，以“五送”为工作内容，

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

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一送精品课程：紧扣学习践行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

条主线，根据基层群众思想特点和接受

习惯，策划打造一批通俗易懂、寓教于

乐的理论学习课程，让党的创新理论家

喻户晓、深入人心。

二送宣传推广：驻镇街记者扎根基

层，深耕一线，挖掘报道第一手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工作亮点、成果。

三是送网络直播： 依托“新花城”

APP 对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进行网络

直播，打破时空限制，拓宽活动范围，让

“文明实践”惠及更多群众。

四送特色品牌：按照“一镇街一品

牌”的模式，策划开展系列新时代文明

实践特色活动。

五送智力支持： 依托媒体智库资

源，帮助基层镇街持续提升基层治理能

力和治理水平。

从化区街口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汇演圆满结束

幸福满街口 新思想入民心

“花开新时代 幸福满街口”

2020

年从化区街口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汇演现场。 信息时报记者 曾文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