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4
2017年12月7日 星期四
编辑 李占庄 美编 刘盼 校对 胡玉萍

区域新闻
电话院028-86641711 Email院xwb93@126.com

温江金马镇创建 野1+5冶
小区多元化治理体系
四川经济日报讯 今年以来袁 围
绕共建共治共享别样精彩的高品质和
谐宜居生活社区袁 成都市温江区金马
镇突出党建引领袁 推进 野五化冶 管
理袁 建立了 野1+5冶 小区多元化治理
体系袁 为农民安置及新市民转化提供
了 野金马样本冶遥
据悉 袁 金 马镇 在当地 最 大 的安
置区蓉西新城建立了临时党支部袁
配置 3-5 名党员参与临时党支部的
管理工作袁 当地还组建了临时居民
联合议事会袁 由党支部委员尧 小区
物业管理人员尧 开发商代表及居民
代表共同担任议事会成员袁 共同参
与小区治理工作遥
野突出党建引领职能袁 在问题中
找解决办法是我们探索社区多元化
共建共治的出发点和突破口遥冶 金马
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袁 野只有充分发
挥基层政府主导作用袁 强化社区居
民参与能力袁 才能进一步推进城乡
协调发展遥冶
渊张牧冤

温江公平街道创新机制
打通便民服务野最后一公里冶
四川经济日报讯 今年以来袁
成都市温江区公平 街道以 113 项 部
门下沉服务事项为基础进行全面梳
理袁 不断深化 野互联网+政务服务 冶
应用袁 探索群众办事 野只跑一次
路冶 服务机制袁 打通便民服务 野最
后一公里冶遥
公 平街 道结合 社区 公共 服务 信
息化平台建设试点工作袁 协调相关
单位整合社区管理 与公共服 务资
源袁 有机对接各类网上办事平台袁
实现民政尧 卫计尧 人社等部门的互
联互通尧 一体化运行袁 打造全新的
野便民服务网冶袁 凡是群众办理的公
共服务事项都可以通过网络了解办
事流程尧 所需材料 和其他相 关事
项遥 同时袁 公平街道还在街道便民
服务中心打造了 野一站式冶 服务窗
口袁 创新 野前台受理尧 后台办理冶
快速审批服务机制袁 避免群众来回
奔波遥
(张牧)

蓬溪院冬日野寒流冶浇不灭项目建设野热潮冶
冬日袁 寒冷挡不住蓬溪县蓬勃的发
展热潮和火热的项目建设热情院日前袁蓬
溪县与达成公司签订蓬溪火车站扩能改
造建设合作协议袁项目预计 2017 年春运
后开工建设曰 总投资 36.68 亿元的武引
蓬船灌区工程加快推进袁并获得 5.54 亿
元中央七批次专项建设基金曰 鲤鱼岩水
库工程尧粮食物流园尧县医院迁建等项目
稳步推进噎噎
在经济下行的野寒流冶中袁蓬溪一批
重点项目野加速度冶建设袁撑起新一轮经
济社会跨越赶超的脊梁遥

挂图作战
刷新项目推进野新速度冶
在省级重点项目武引蓬船灌区项目
建设现场袁处处是一派忙碌的景象遥 野10
月底工程初步设计方案获得省发改委和
省水利厅的批复袁 工程由初步设计阶段
进入工程建设阶段袁一个半月的时间袁工

程完成投资 3.58 亿元遥 冶据介绍袁目前该
工程的导流洞尧 西梓干渠延长段等工程
已正式开工建设袁移民安置尧土地报批等
相关工作稳步推进遥
武引蓬船灌区项目只是蓬溪加快项
目推进的一个缩影遥 为加快项目推进力
度袁蓬溪把项目建设机制尧责任机制有机
结合起来袁 对各个项目特别是进度缓慢
的项目采取倒排工期尧挂图作战的方式曰
定期督察尧定期考核尧定期通报曰及时掌
握各地各单位工作推进动态和进展情
况袁确保项目天天有进展尧周周见变化尧
月月不重样遥
一组数据显示院 今年 1-11 月袁 蓬
溪 完成全 社会 固定 资产 投 资 142.3 亿
元袁 同比增长 11.04%遥 其中袁 四川省
蓬溪船山灌区工程等 4 个省级重点推进
项目袁 累计完成投资 11.01 亿元袁 占年
度计划的 100.12%曰 蓬溪亿联建材家居
五金城等 13 个市级重点推进项目袁 累
计完成投资 35.86 亿元袁 占年度计划的

100.7%曰 蓬溪现代农业园区一体化等
55 个 野七大提升行动冶 项目累计完成
投 资 逾 96 亿 元 袁 占 年 度 计 划 的
100.5%遥
抓住项目建设 野牛鼻子冶袁 蓬溪加
快转型升级发展步伐遥 在产业升级方
面袁 加快实施 野工业升级三年行动计
划冶袁 推进中绿集团尧 珠穆朗玛尧 鼎世
科技等产业项目袁 确保产业投资占比达
68%以上曰 推进赤城湖窑唐兴书院等旅
游项目加快推进袁 探索发展健康养老服
务业遥 在交通建设方面袁全面开展野交通
建设攻坚大会战冶袁启动遂宁至蓬溪快捷
通道二期尧 南充至潼南高速公路遂宁段
等 16 个交通项目袁计划完成投资 13 亿
元遥 蓬溪火车站改造工程已正式启动袁
涪江五桥今年将建成通车遥 在城市建设
方面袁 开展 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年行
动冶袁 全面推进道路交通尧 市政管网尧
防洪排涝等设施建设袁 启动建设赤城湖
环湖慢行道等中国书法城配套项目遥

抢栽越冬蔬菜 茂县莴笋春节野端上冶饭桌
眼下袁正是越冬蔬菜
栽种时节袁 在茂县飞虹
乡袁村民正忙着在自家的
田间地头抢栽莴苣尧花菜
等越冬蔬菜遥 该批蔬菜预
计明年 2 月成熟上市袁将
成为城里人春节期间的
桌上餐遥 据悉袁12 月上旬袁
该乡将完成约 800 亩冬
季蔬菜抢栽工作袁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
以来袁飞虹乡紧紧抓住产
业增收这个核心袁 推行
野专合组织+致富能人+贫
困群众冶 三方联盟机制袁
帮助村民增加收入遥
冯李明 四川经济
日报记者 庄媛 摄影报
道

优化环境
当好项目建设野助推器冶
位于金桥新区的四川之江高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是蓬溪一家高新技术 企
业袁主要生产二氧戊环尧胺醚尧环保型锂
电池电极材料水性粘合剂等产品袁 公司
自今年 2 月投产以来运营态势良好遥 公
司负责人张超告诉记者院野在公司建设发
展中袁蓬溪县委尧县政府做了很多工作袁
在专项资金争取尧 项目审批等方面专门
开辟绿色通道袁 加快了公司发展壮大的
进程遥 冶
在蓬溪袁 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和优
质高效的跟踪服务袁 无疑是项目建设的
野粘合剂冶和野助推器冶遥 野今年袁我们将抓
好重点项目管理服务的 耶三大抓手爷袁即
抓好协调服务尧督促指导和激励约束袁全
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遥冶蓬溪县发改局负
责人说袁为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袁蓬溪县

在项目建设工作中坚持项目例会制尧项
目公示制和现场承诺制袁 并在项目建设
中实行野一个重大项目尧一名挂帅县级领
导尧一个项目主管部门尧一个项目团队冶袁
列出时间表尧明确责任人袁联动推进袁确
保开工项目快竣工尧竣工项目快投产尧投
产项目快见效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 今年袁 蓬溪对项目
实行梯次管理袁 依托国家重大项目建设
库袁 在全市率先建立了政府投资项目三
级库管理体系袁 对所有项目实行动态管
理遥 目前袁 一级库项目 656 个袁 总投资
571.54 亿元曰 二 级库 100 个 袁 总 投资
110.12 亿元曰 三级库项目 83 个袁 总投
资 22.46 亿元袁 年度档案库项目 渊已完
工项目冤 8 个袁 完成投资 0.12 亿元遥 三
级项目库建立以来袁 第二级库项目动态
管理达到 156 个次袁 第三级库项目动态
管理达到 90 个次袁 实现了项目建设有
序滚动发展遥
(硕果)

什邡回澜镇
野土地流转冶转出增收新希望
四川经济日报讯 渊记 者 刘昶冤
野 在 羊 肚 菌 种 植 场 务 工 袁 每 小 时 10
元 袁 种 植 场 每 天 需 要 300 个 人 工 遥 冶
近日袁 记者 走进什 邡回 澜镇 石羊 村袁
见到该村十多个村民正在羊肚菌种
植场劳作袁 种植场负责人张宇告诉
记者遥
据 介 绍 袁 今 年 11 月 袁 回 澜 镇 引
进欣源羊肚菌专业合作社袁 在该镇石
羊村尧 龙桥村承租 700 余亩土地袁 主
要用于羊肚菌种植遥 张宇说袁 欣源专
合社在四川多地种植羊肚菌袁 看中的
是这里的优质土壤袁 羊肚菌一个种植
期大概需要四五个月遥
种植场内袁 石羊村 6 组村民喻德
坤和几位村 民正 手脚麻 利地 搓菌 种袁
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袁 她们已经非常
熟练遥 野这是种羊肚菌的第二道工
序袁 我们几个按时上班袁 加班的话还

有加班费遥冶 喻 德坤 说袁 她和其 他村
民都是土地流转后从农民变身为工人
的遥
回澜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袁 以
前这里的村民大都种植蔬菜袁 土地流
转后袁 村民在种植场既能收取流转
费袁 还能挣 工资袁 真可 谓一 举两得 遥
张宇简单算了一笔账院 野工人每天工
作 8 小时 袁 每 小时 10 元 袁 一 天就 是
80 元 袁 如 果 加 班 还 有 加 班 费 袁 工 资
基本上每天结算遥冶
野流 转 土 地 后袁 村 民 的 生 活有 了
规律袁 收入 也比以 前增 加不 少遥冶 石
羊村党支部书记贺刚表示遥
目前袁 回澜镇流转土地 2600 亩袁
除了种羊肚菌外袁 还种植蔬菜尧 川
芎尧 折耳根等袁 均采取 野公司 渊专
合社冤 +农户冶 形式 袁 助 力群众 持续
增收遥

野社区会客厅冶为群众提供有野温度冶的公共服务
要成都双流区西航港街道创新社区治理纪实
要要

野这么多老兄弟尧 老姐妹一
起过生袁既热闹好耍袁还不要我
们出钱袁太巴适了浴 冶近日袁位于
成都双流区西航港街道综合文
化中心二楼的 野社区会客厅冶内
传来欢歌笑语袁由志愿者服务中
心为 10 多位老人集中举办的生
日联欢会正在这里举行遥 70 岁
的黄大爷拉着记者的手高兴地
说院野谈事情尧找工作尧学手艺尧查
身体袁 打牌喝茶看书样样有袁工
作人员的服务又专业又温暖袁社
区会客厅真不错浴 冶
据悉袁这是双流区西航港街
道党工委以党建为引领袁把群众
利益放在首位袁 创新社区治理袁
依托社区尧社会组织尧社工专业
资源袁深度实施野三社冶联动袁打
造 野社区会客厅冶袁 从细微处入
手袁以亲情化的方式袁为群众提
供有野温度冶尧有野暖意冶公共服务
的一个缩影遥

西航港街道党工委书记胡劲松渊左冤向前来野取经冶的双流区九江街道负责人介绍社区会客厅运行情况

六厅一区
野会客厅冶堪比大家园

为优秀志愿者颁奖

为老人集中举办生日联欢会

举办野职等你来冶现场招聘会

野社区会客厅冶位于街道综合文化中
心二楼遥 走进野会客厅冶袁温馨尧整洁尧创
意尧 亲民尧 专业噎噎是给记者的第一印
象遥放眼望去袁厅内中央是开放式集中办
公区袁工作人员现场工作状态一览无余遥
在办公区的四周分布着 野家庭议事厅冶
野邻里纠纷调解厅冶野妇女儿童亲子活动
厅冶野艺术成长培训厅冶野法律健康咨询
厅冶野空港耶191爷创业培训厅冶等专业功能
厅袁每个厅均按照其功能需求袁设置了专
业的设施设备遥 在大厅显著位置是会客
厅的休息区袁备有饮水机尧茶饮尧咖啡袁旁
边的书架上分门别类摆满了书刊袁 时事
政治尧医药健康尧居家技艺尧生活百科尧文
学历史尧报刊杂志等门类齐全遥在休息区
品着咖啡尧 翻看时尚杂志等候的张大姐
说袁自己多年在外打工袁刚从广州回来袁
听说 野社区会客厅冶 可以帮着免费找工
作袁就想着来报个名登个记袁争取在附近
找个工作遥 而正在休息区下象棋的两位
大爷对记者说袁 他们每天下午 4 点半带
放学后的小孙子来参加艺术辅导时袁都
会在这里以棋会友袁还可以免费喝茶袁比
去茶馆打麻将安逸遥

据社区会客厅负责人尧 西航港街道
志愿者服务中心副主任安文杰介绍袁该
会客厅面积为 1080 平方米袁由西航港街
道办事处投资 200 余万元建设而成遥 会
客厅以野爱心献社会袁真情暖人心冶为宗
旨袁 引入社会公益组织要要
要双流区西航
港街道志愿者服务中心负责运营管理遥
会客厅自 2016 年 12 月 12 日成立后袁目
前已与辖区内的四川大学尧 成都信息工
程大学尧 西南民族大学等高校的公益社
会组织全方位合作袁开展了多项亲民尧便
民尧利民的公益活动遥
据社 区会客厅办公室主任顾莎 介
绍袁每个厅都配齐了专业的设备设施袁目
前已对接联络了一大批教师尧 律师尧医
生尧营养师尧厨师等专业人员袁轮流值守
各个功能厅袁 为有需求的社区居民提供
及时的公益服务遥 在妇女儿童亲子活动
厅袁当天这里正在为社区 10 多位老人举
办集体生日联欢会袁场面十分热闹温馨遥
顾莎说袁 该活动厅除了举办小型联欢活
动外袁 还经常举办与妇女居家生活有关
的技能培训遥 野社区会客厅冶的打造不但
颇具匠心袁而且考虑得十分周全袁为了使
来此学习的妇女们专心参与活动袁 旁边
专设了儿童游乐区袁功能非常齐全袁堪比
大家园遥
西航港街道党工委书记胡劲松告诉

记者袁野社区会客厅冶建设遵循野下移工作
重心袁夯实基层基础冶的工作思路袁通过
打造全能社工的方式袁 将更多社区服务
转向一线袁 以加速基层社区由管理向治
理袁由行政向服务转变袁以亲情化服务代
替机关式服务袁推动社区治理社会化尧法
治化尧智能化尧专业化袁促进辖区经济社
会科学发展袁 从而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尧幸福感和安全感遥

野软硬冶兼施
野会客厅冶绝不玩概念
在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的过程中袁
产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袁 土地利用方式
与地域空间布局尧 人们的职业与生活方
式都随之发生改变遥当农村变为城市尧农
民变成市民后袁 公共社会服务将如何适
应钥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野人冶的城镇化袁
而大量人口集中居住的社区在新的形势
下袁只有更加科学地推进社区治理袁才能
建设和谐社区尧幸福社区尧安全社区袁让
人民群众共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遥
双流区西航港街道精心打造的以服
务社区群众需求为核心内涵的 野社区会
客厅冶袁围绕一个中心尧搭建两个平台尧建
立四个机制尧制定四化模式尧坚持三结合
实现三促进袁建立起了野经费有保障尧活

动有场地尧项目有指导尧成果有奖励冶的
会客厅工作新体系袁把管理抓实袁把服务
做细袁让会客厅有章有条遥
要要
要围绕一个中心遥 西航港街道的
社区会客厅以志愿者服务中心为核心载
体袁提供有关儿童尧青少年尧残障人士尧婚
姻家庭尧法律咨询尧群团组织尧社会治理
及社会建设等多种服务袁 优化社区共建
共享模式遥
要要
要搭建两个平台遥 一是搭建硬件
平台袁 打造 野一区六厅冶 为一体的会客
厅遥 二是搭建软件平台袁 建立会客厅官
方网站尧 手机 APP尧 微信公众号等新媒
体袁 提供网上查询尧 政务服务尧 在线帮
助尧 远程帮扶等个性化服务袁 进一步拓
展志愿者尧 社工尧 义工尧 居民尧 社会组
织尧 政府尧 企业尧 高校之间的交流互
动袁 确保互动 野有平台冶遥
要要
要建立四个机制遥一是联动机制袁
携手机关科室尧残疾人协会尧青工驿站尧
四川大学尧西南民族大学尧成都信息工程
大学等单位袁建立统筹兼顾尧协同配合尧
资源整合尧多元互动的联动机制遥二是常
态化运行机制袁 围绕社区建设尧 环境保
护尧社会公益尧大型活动袁有针对性尧规律
性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服务活动遥 三
是激励保障机制袁建立了积分奖励尧星级
评定尧优秀评选尧意外保险等激励保障制
度遥四是经费保障机制袁采取由政府购买
服务和社会资金赞助的方式来保障会客
厅的正常运营遥
要要
要制定四化模式遥一是项目化遥确
定环保尧助幼尧助残尧敬老等十大服务项
目袁 根据项目设定服务岗位遥 二是基地
化遥携手四川大学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等
建立实践基地遥三是社会化遥科学评估项
目袁引入社会学问卷尧访谈等实地调查经
验袁对服务受众的反应进行跟踪服务遥四
是品牌化遥 大力推进服务形式和服务项
目的创新和拓展袁打造富有特色袁具有实
效的品牌服务活动遥
要坚持野三结合冶实现野三促进冶遥
要要
与街道中心重点工作相结合尧 与街道民
生工程相结合尧与野互联网+冶新常态相
结合袁从而促进辖区居民综合素质提升尧
促进街道精神文明建设尧促进野安全尧和
谐尧健康尧美丽冶的社区建设遥

做细服务
野会客厅冶赢得普遍好评
统计显示袁 西航港街道 野社区会客
厅冶自今年 3 月运行以来袁先后开展了社

区建设尧 环境保护尧 社会公益大型活动
30 余场袁志愿服务活动 20 余场袁累计受
益人数达 15000 余人袁 参与志愿服务人
数达 2450 人次袁 覆盖西航港下辖 16 个
社区袁 极大地提高了会客厅的社会影响
力和知晓率袁 社区居民和社会各界反响
良好遥
据了解袁 为把社区治理服务工作抓
实抓细袁西航港街道野社区会客厅冶一方
面通过网格志愿者走访搜集居民各类意
见和建议 10000 余条袁目前已解决 8000
余件袁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遥 同时袁为居
民提供调解场所袁联系专业律师尧社工尧
志愿者参与其中袁累计开展调解活动 52
场袁有效避免并化解了家庭尧邻里尧社会
矛盾曰坚持每月慰问困难家庭尧孤寡老人
等袁现已惠及困难家庭 80 余户袁孤寡老
人 50 余人曰 开展了 2017 年关爱暑期留
守儿童活动袁参与儿童达 300 余名袁获得
了家长的普遍好评遥
另一方面袁 为线上和线下充分融合
的就业平台 野空港 191冶 提供场所和服
务遥 线上袁群众通过微信公众号野美丽西
航港冶尧社区会客厅尧空港志愿者 APP 和
QQ袁就能快速实现就业遥 线下袁在西航港
街道社区会客厅设置了野空港 191冶就业
窗口袁开通了服务电话袁不收取任何中介
费用袁 方便群众就业遥 截至目前袁野空港
191冶就业服务平台已惠及西航港街道企
业 100 余家尧1500 余人袁 获得了良好的
社会口碑袁 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突出
贡献遥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专家在考察西航
港街道野社区会客厅冶后认为袁西航港街道
以人为本袁通过平台打造尧细致温情又专
业的服务袁推行野以服务换服务冶的志愿者
服务方式袁无疑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公共
服务社会化进行的有益尝试袁更是推进社
区治理走向智慧化的有效探索遥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袁胡劲松表示袁将认
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袁围绕双流区委尧
区政府战略部署袁 始终坚持党建核心引
领袁 加快社区共治共管共享袁 努力培育
野大党建冶组织细胞袁推动街道尧社区功能
归位袁深度实践野三社冶互动遥特别是依托
辖区资源建设一批野社区会客厅冶袁培养
一批社区野全能社工冶种子袁孵化一批专
业野社工组织冶袁推动野三社冶互动良性发
展袁 优化社区共建共享模式袁 着力建设
野产业科教城尧美丽西航港冶袁为双流建设
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贡献力量遥
渊徐开明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