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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要闻 近年来，安居区把加快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作为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重

要抓手，深入推进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

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进一步加大投入，强化措施，加快

养老服务业发展。

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让老人快乐养老

环境优美，景色宜人，空气中弥漫着

淡淡的清香，犹如“世外桃源”，老人们在

宽敞的院落里悠闲地散着步，或三三两

两晒着太阳、打着盹，满足而又惬意。这

是 1 月 4 日记者在龚家湾小区综合为老

服务中心看到的一幕。

据了解，龚家湾小区综合为老服务

中心是安居区公建民营、标准化服务、

智能化养老的服务中心。该中心设有

阅读区、理疗区、用餐区、康复室、理发

室、棋牌室等多个区域，面向社区 60 岁

以上的老人，提供低偿的生活照料、精

神慰藉、文化娱乐、康复护理等方便可

及的“一站式”服务，并联合多方社会组

织开展主题活动。

“李大爷，早哦，请里面坐！”今年 62
岁的社区居民李大爷，每天上午都会来

到龚家湾小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在这

里，老人可以和社区其他老人一起打牌、

看电视，还可以在健身器械上锻炼身体，

可以让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帮忙量量血

压、咨询健康状况、了解养生知识。李大

爷告诉记者，自 2018 年 12 月 12 日开业以

来，服务中心每周都会组织开展不同的主

题活动，老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

为了更好地服务社区老人，区民政

局、凤凰街道共同打造了安居区首家集

日间托养、居家服务、紧急援助等多功能

于一体的综合型社区托养机构。该中心

设有阅读区、健身区、理疗区、用餐区、康

复室、理发室等多个区域，并联合多方社

会组织开展主题活动。

用心描绘“夕阳红”
老有所养暖人心

“王奶奶，今天我推你出去晒晒太阳

吧?”“吃药时间到了，周大爷，这粒是降

压药，这两粒是降血糖的，茶水温度正

好，赶快吃了吧。”……在福寿康养老院，

这样的画面每天都会上演。

环顾整个养老院，中式装修的庭院干

净整洁，几株枝叶茂盛的老榕树环绕着

一个新建的荷花池塘，清幽的环境让人

心旷神怡。院子里各种健身器材一应俱

全，老人们三三两两或在树下下棋娱乐，

或在健身器材上锻炼身体，每一处都有

专门的护工陪同在侧，保护老人安全。

“我腿脚不方便，生活不能自理，但

这里的工作人员把我当亲人一样，事事

都有专人来照顾，我真的是太感谢他们

了。”今年 70 岁的伍婆婆发自内心地说

道。

这里是遂宁市首家医养结合型养老

服务机构，院长王永清同时也是一家民

营医院的负责人，“目前全院共有医务工

作人员和护理人员 20 名，全部都是专业

的医护人员。”王永清告诉记者，养老院

定位为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共有 54 个

养老房间、150 张床位，其中养老区域设

置为自理区、半自理区、特护区和认知症

照顾区，主要为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养

老护理和医疗康复服务。

“随着群众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老

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已不再满足于基

本供养，更需要心灵上的慰藉和精神上

的充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始终把老

人的精神需求放在重要位置，积极开展

各种形式的文化娱乐活动，开展老年课

堂讲座等，使老人们切实感受到老有所

乐的幸福。”王永清告诉记者。

据悉，截至 2018 年，安居区建有各类

养老机构 27 家、城乡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108 个，养老床位 4736 张，租建农村养老服

务站点 30 个。同时投入巨资新建一大批

养老涉老服务设施。下一步，区民政局还

将进一步拓展服务内容，加大政府购买服

务的力度和政策保障，形成政府牵引搭台、

社会力量参与的发展模式，让更多社会力

量参与全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现更多

老人老有所养。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安居区全力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让老人享受更好养老服务

位于安居区凤凰大道南沿线的凤翔洲作为琼

江生态湿地项目打造景点之一，如今主体已经完

工，将进入下一步的装修阶段。据了解，目前整个

项目主体进度完成约 60%，预计 2019 年 5 月竣工。

据悉，以“花舞琼江·禅韵安居”为主题的琼江

生态湿地项目，自 2018 年 4 月开工建设以来，备受

瞩目，现阶段该项目进度加快，部分工程已完工，效

果初显，获得群众好评。据悉，为给安居人民创造

一个美好的节日氛围，按照区委、区政府要求，施工

方将在春节前完成对沿河园路及栈道的部分打造，

节日期间为百姓提供一个散步、休闲的好去处，让

群众初步感受琼江生态湿地项目的魅力。图为工

人在整理绿化带 （戴广伟 摄）

省第四届特奥会颁奖典礼暨
2018年下期暖冬慰问活动启动仪
式在安居举行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遂）1 月 11 日，由市残联、区残

联、区教育局主办的省第四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颁奖典礼

暨 2018 年下期暖冬慰问活动启动仪式在安居区特殊教育学

校举行。副区长潘昀参加活动。

据了解，2018 年 8 月，安居区特殊教育学校选派 10 名运

动员组成特奥运动员队，代表遂宁市前往广元参加了四川省

第四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荣获 8 金 6 银 4 铜的优异成

绩。活动现场，主办方为特奥会获奖学生颁发了奖品、奖金

及证书，并鼓励他们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潘昀指出，特殊教育是一份充满挑战和富有爱心的神圣

事业，是推进教育公平、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希望

安居区特殊教育学校继续以人为本，和衷共济，在医教结

合、康复救助、送教上门、家校合作等方面探索新的模式，用

爱和责任实现人为关怀、心灵沟通、生命互动、精神感召的

教育真谛。希望特殊教育学校老师们用心启智，用爱补缺，

用爱心、信心、耐心、细心去爱每一个学生，补偿缺陷、发掘

潜能，鼓励每个孩子都学会一技之长，为他们平等和自信参

与社会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

市关爱基金会“暖冬行动”走进
安居区真武小学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遂）1 月 11 日，市关爱基金会来

到安居区莲花乡真武小学，集中对 20 名困难学生进行关心、

慰问，送去新年祝福。

关心和教育好下一代，是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民心

工程。此次“暖冬行动”，市关爱基金会为困难学生送去了

慰问金，让贫困、残疾、留守儿童的冬天不再寒冷。希望同

学们继续努力学习，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知恩图

报，奉献社会。

活动结束后，慰问组深入教室、食堂，详细了解了孩子们

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校方负责人表示，全体教师将恪尽职

守，兢兢业业，牢记使命，竭力培养学生，让学生快乐学习、

健康成长。

区税务局
全力以赴打好个税改革冲刺攻坚战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焱）近日，安居区税务局认真组

织收看税务总局“一竿子插到底”个税改革冲刺动员部署视

频会议、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改革冲刺动员暨业务培训视频

会议，立足实际，全力冲刺，保障第二步个税改革平稳落地。

据悉，该局成立了个人所得税改革领导小组，明确部门

工作职责，组织所得税管理、征管、纳服和信息中心等部门

集中办公，形成党委齐抓共管、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

采用“例会统筹、工单管理、绩效考核”工作模式，召开动员

部署会议，专题工作会议、贯彻上级部署，制作任务分解表，

对表推进，有力落实。同时该局还突出新个人所得税法宣传

的广度和深度，发挥好办税厅宣传主阵地优势，设立个人所

得税专区，设置个人所得税咨询岗，选派政治素质高、业务

熟的党员志愿者进驻大厅开展业务咨询，业务辅导，利用大

厅 LED 屏进行个税新政策宣传；发挥好新媒体优势，利用微

信、QQ 等渠道，转载发布总局个税宣传简易版资料，设立个

税热线电话，电话答疑；发挥好纳税人学堂优势，有针对性

组织扣缴义务人和纳税人培训、行政事业单位专题培训，讲

解税收政策，系统操作，现场答疑解惑，保障新法实施首月

个税规范计算扣缴。

区住建局
真情帮扶三家镇竹园村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焱）安居区三家镇竹园村是区

住建局结对帮助对象，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以来，全局上下

便立志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通过成立扶贫工作组、调研摸

底、制定方案、启动项目，该局按照全区精准扶贫总体规划

部署，重点围绕竹园村 61 户 185 人贫困人口，科学制订脱贫

帮扶措施，因户施策，靶向治疗。

据悉，区住建局积极向市住建局争取资金，解决村办公

室装修及配套设施建设费，为竹园村建好了村级活动场所。

积极为村上争取资金。去年 8 月，区住建局为竹园村争取到

修建入户道路修建资金 31 万元，同时协同相关部门，做好了

该村易地搬迁项目实施和 C、D 级农房改造，彻底改善群众

居住条件。去年年初开始，区住建局干部职工便深入竹园

村，对该村相关情况进行了详细摸底，最终确定了以大米为

主导产业的产业扶贫帮扶路线。根据村产业规划，2018 年

种植优质水稻 200 亩，中药材 50 亩，金丝皇菊 10 亩。配合村

“两委”要做好种植场地选址、种植品种比选、种植人员培

训、种植过程管理等工作，充分发挥驻村农技员的专业优

势，提高种植质量和产量。同时邀请省农科院经作所专家到

竹园村进行技术指导。2017 年，该村还成立一个合作社，对

竹园村荒地进行复耕，2018 年正式发展水稻、中药材等集体

产业。去年 8、9 月收割了约 8 万斤优质水稻已全面销售完

毕，共计销售金额 28 万余元，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约 2 万

元。村集体提供季节性的务工机会，鼓励贫困户到合作社务

工从而提高家庭收入。

“负责人拖欠劳动报酬，该怎么办才

能通过法律途径要回自己的‘血汗钱’？”

2018 年，农民工夏某来到区法律援助中

心进行咨询。在详细了解了夏某的情况

后，工作人员详细地进行了解答，并告知

夏某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夏某随即通过

法律援助窗口申请了法律援助。区法律

援助中心受理后，立即指派律师承办该

案，最终在承办律师和承办法官的共同

努力下，通过强制执行夏某拿到部分拖

欠的工资，剩余的“血汗钱”将于今年 1
月底完成支付。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没有你们帮忙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到工资。”拿到

部分工资后夏某专程来到区法律援助中

心对援助律师表示了感谢。他说，原本

只是听说法律援助中心免费为讨薪的农

民工提供法律帮助，抱着咨询的态度来

试试看，还以为要跑很多趟，结果在一个

大厅里就办成了。夏某所说的大厅正是

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区法律援助中心

负责人告诉记者，2017 年底，区公共法律

服务中心正式投入使用，通过整合法律

援助、法律咨询、人民调解、社区矫正等

法律服务，为群众提供了一站式公共法

律服务。

据了解，近年来，安居积极建立区、

镇、村三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以区法律

援助中心为平台建立区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在全区 21 个乡镇、2 个街道办事处和 1
个工业集中区法律援助工作站，在 524 个

村（社区）建立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联络

员），在全区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网络，为群众提供优

质、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实现广大群众

“不出村”便可以享受法律服务。

安居区积极推进区、镇、村三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公共法律服务 群众触手可及

拉条横幅、发个宣传

单、坐等群众到现场咨询

…… 这 样 的 法 律 服 务 画

面 ，经 常 出 现 在 我 们 身

边 。 然 而 ，这 样 单 一 、传

统的服务模式，如何适应

日趋个体化、系统化的法

治服务诉求，让政府服务

与民意诉求精准对接？安

居给出了答案。

2017 年底，安居区村、

镇、区三级公共法律服务

实体平台相继挂牌成立，

有效整合了法治宣传、法

律援助、人民调解等各项

法律服务职能，面向全区

居民按照不同的需求据实

提供满足相应需求的“一

站 式 ”服 务 ，让 群 众 享 受

高 效 优 质 的 公 共 法 律 服

务。
横山镇的段某某，经鉴定为二级肢体

残疾，丧失部分劳动能力。因段某某无

收入来源，靠女儿打工生活、治疗，入不

敷 出 。 丈 夫 朱 某 在 外 务 工 ，有 一 定 收

入。但朱某对此不闻不问，更不愿出钱

给段某某治疗。无奈之下，段某某只能

放弃治疗。 2015 年，段某某向区人民法

院起诉要求朱某履行扶养义务，在诉讼

中，朱某答应每月支付 200-500 扶养费，

因此段某某到法院申请撤诉。撤诉后，

朱某前几个月均按时向段某某支付了扶

养费，可是几个月后，朱某便不再支付扶

养费。万般无奈之下，段某某到区法律

援助中心寻求帮助。2018 年 1 月，区法律

援助中心在收到段某某申请后，高度重

视。由于段某某系残疾人，因此，区法律

援助中心免于经济状况审查，直接决定

给予法律援助，并立即指派中心法律志

愿者杨刚承办，帮助段某某维权。

经法院开庭审理，判决被告朱某于

2018 年 2 月起每月支付段某某扶养费 600
元，定于每月 28 日之前付清当月扶养费；

段某某的后续康复治疗费凭票据由朱某

承担一半。

据了解，安居区三级公共法律服务平

台运行以来，共开展法律宣传活动 26 场

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7 万余册份，接

待现场咨询群众 1200 余人次，受教育群

众近 10 万人次。其中，引导群众运用人

民调解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 201 件，运

用公证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 42 件，运用

民事诉讼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 134 件，

引导进入法律援助程序 84 件，引导相关

人员正确接受社区矫正及安置帮教 24
件。

“区三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的运行，

进一步增强了广大群众的法制观念，让

更多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共法律服务的贴

心便捷，打通农村公共法律服务‘最后一

公里’。”下一步，安居区司法行政系统将

以改革创新为驱动，以规范化建设为抓

手，以示范群建设为带动，以信息化建设

为支撑，以队伍建设为保障，进一步加强

基层基础建设和队伍建设，努力提高司

法行政工作水平，为全区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服务和法

律保障。

（许洪晏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多亏了你们，教育感化了我的子

女，给我营造了一个幸福祥和的晚年生

活。”横山镇向竹村的李大妈感激地对该

村的法律顾问说道。据了解，她曾因赡

养问题与家人闹矛盾，该村“法治村官”

夏刚获悉后，主动上门对李大妈的子女

进行法律教育，促使其子女履行了法定

的赡养义务。

这起人民调解案件，是安居区全面

推行“一村一名法律顾问”，畅通便民申

诉渠道的一个缩影。为方便村民享受到

优质法律服务，安居区积极搭建平台，在

镇、村为法律顾问提供办公便利场所，以

便群众进行法律咨询，促进法律援助工

作顺利开展。

夏刚告诉记者，村社的矛盾事由一般

都不大，但容易激化，处理不当很容易发

展成纠纷。而“法治村官”作为知法懂法

的第三方，其劝解相对容易让群众接受。

“随着脱贫攻坚的推进，涉及土地流

转、劳动合同、邻里关系、继承赡养、婚姻

家庭等矛盾纠纷会不断增加，贫困群众

对法律服务的需求量将越来越大。”区依

法治区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用法律

手段化解基层矛盾，可以真正把问题解

决在基层，确保贫困村和谐稳定。

如今，“一村一名法律顾问”逐步承接

起“三引导一化解”重要职能，即引导村干

部依法治村，引导村民学法守法，引导村

民依法表达诉求，化解疑难纠纷。有效肩

负“五大员”职责，即法律事务的指导员、

法律知识的宣传员、调解矛盾的协理员、

法律援助的代办员、社情民意的信息员。

琼江生态湿地项目加速推进

为农民工合法权益撑起“保护伞”

“法治村官”构筑和谐村居

残疾人“零距离”享受法律援助服务

民生民生 注注关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