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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面对面面对面

近日，因船山区某小区物业管理公司

擅自停用消防设施，船山区消防大队依法

对其作出罚款人民币 20000 元的行政处

罚。

前期的检查过程中，船山区消防大队

监督检查人员重点查看了该小区的消防设

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是否畅通、消防安全责任制度是否落实、电

器线路敷设是否符合规定等情况。在检查

中发现，该小区擅自停用消防设施（消防应

急广播、CRT 图形显示器、发电机控制设

备、电器火灾监控系统被停用），该设施成

了摆设，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

经调查证实、集体研究，该行为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八条

之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

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

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

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

口、消防车通道），船山区消防大队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

款第二项之规定，给予该物业管理公司罚

款人民币贰万元整的行政处罚。

“是我们的管理存在疏忽，消防巡查

没有做好，才导致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已

经深刻地认识到错误，保证不再犯类似错

误。”面对处罚，物业公司负责人懊悔地说

道。 (许锐 全媒体记者 梁惠)

4 月 10 日，船山区翰林名苑小区物业

公司与业主代表亲手将一面写有“精确

出击、服务为先”的锦旗，送到了船山区

消防大队嘉禾路中队队员的手中，对全

体消防员服务人民、勇于奉献的精神表

示衷心的感谢与诚挚的问候。

据了解，4 月 10 日 11 时许，翰林名苑

小区突发警情，嘉禾路消防中队接警后

立即出动了 3 辆消防车、15 名指战员前

往处置。到场后，经与物业公司员工、部

分业主的紧密配合下，仅 5 分钟就对警情

处置完毕。

鲜红的锦旗是对消防工作的极大肯

定和鼓励，中队干部接过锦旗后表示，这

面锦旗对消防员来说是一份荣誉，一份

鼓舞，更是一份责任，全体消防员将会以

此为动力，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为人民创造更安全、和谐、稳定的

消防安全环境。（许锐 全媒体记者 梁惠）

擅自停用小区消防设施

一物业公司被罚2万元
船山消防火速救援 群众送锦旗感谢

船山区联合执法
整治超限超载车辆

自今年 3 月开始，船山区交警

大队与船山区公路路政管理所进

行联合执法，整治辖区内超限超载

车 辆 ，取 得 了 良 好 成 效 。 截 至 目

前，共检测车辆 13374 辆，查处超限

超 载 车 辆 28 辆 ，卸 载 货 物 1400 余

吨，罚款 14 万余元。

据 了 解 ，为 治 理 超 限 超 载 车

辆，保升乡超限超载检测点共设置

警力 20 余人，采取轮班制 24 小时

开展联合执法。同时还成立了稽

查队，对全区各乡镇进行不定期巡

逻，整治好超限超载现象，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全媒体记者 杨雨 摄

背街小巷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主战

场”，也关系到市民的生活幸福感。如何

消除不文明行为？是船山区城管部门一

直努力的方向。近年来，船山区以金色海

岸花园休闲广场为试点，探索了一套党建

引领、商家自治的管理模式，这也是全市

首个“城市党建引领城市管理”的花园休

闲广场。

春季阳光明媚，金色海岸花园休闲广

场上，客人络绎不绝。商家王建明今天不

仅要在店里忙活，还有一个新的职责——

带上巡查证，到广场检查各个商家是否存

在占道经营等不规范经营行为。从茶楼

老板到休闲广场监督员，王建明角色的转

换要从去年说起。

过去，休闲广场上多家商铺店外都存

在违章搭建，占道经营更是屡禁不止。脏

乱差的城市环境让市民怨声载道，可面对

城管执法部门的管理，多数商家并不配

合。

“从前，城管部门也来整改了很多次，

很多商家都不理解，整治中时常发生口角

之争。”交谈中，金色海岸商业管理协会副

会长吴光明显得有些无奈。

一边是商家的利益，一边是群众向往

的舒适环境。如何权衡两者关系？如何

让商家成为城市管理的“主人公”？转变

管理思路，城管部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

织商家到都江堰参观学习。

“看到别人的规范经营，再看看自己

的经营场所，差距很明显。”吴光明告诉记

者，此次参观学习，不仅让商家们认识到

了自己的差距，也让大家有了齐心协力改

变现状的决定。

齐心协力，说干就干。在社区的支持

下和城管部门的指导下，金色海岸商业管

理协会正式成立。由此，“商家自治、群众

参与、社区配合、城管指导”四方共治的工

作思路应运而生。不仅改变了过去不配

合不理解的态度，商家自觉拆除了 8 家商

户约 400 余平方米的违章搭建，同时还自

筹资金统一设置广场绿化栅栏、规范店

招，改造外立面等硬件设施。

“我们大队专门派出的一名党员，作

为他们的政治指导员，协助街道、社区评

选共产党员示范岗，不断调动商家们的积

极性，让大家一起参与经营自治管理。”市

城管局船山区分局介福执法大队副大队

长张进介绍。

仅靠部门一己之力非常有限，只有商

家配合才能更好地推动休闲广场的持续

向好。 2018 年 5 月，在城管部门的指导

下，一套关于商家自治的实施方案迅速

“出炉”。在金色海岸花园休闲广场，协会

向每户商家收取了 1000 元的环境秩序自

律保证金用于积分倒扣，每天安排商家自

己轮流值班巡查广场经营秩序。

“巡查主要是劝解招呼，如果存在 2 次

以上违规经营，就会在 1000 元的环境秩序

自律保证金中扣除，等到 1000 元扣完了，

我们就不能让商家在此经营了。”吴光明

告诉记者，软硬件的改善让商家更加自

律。现在商家参加自己管理，不仅生意好

了，环境也好了。

如今，金色海岸花园休闲广场各个店

铺外隔离栏上都种植了绿色植被，让人耳

目一新。每一个店外的空地上，都整齐地

摆放着桌椅，地面也干净整洁。环境和秩

序的迅速提升，不仅让城市管理工作变得

得心应手，也让部门、商家与群众的距离

拉得更近。

“变化真的很大，不仅多了许多花花

草草，大家唱歌、跳舞、散步的地方也有

了。环境改善了，每天出来经过这边，心

情也愉悦。”金色海岸花园休闲广场周边

居民陈明高兴地说道。

（全媒体记者 梁惠）

区残联区妇联

为“尊老孝亲”模范家庭送轮椅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蒋毅）4 月 9 日，区残联、区妇

联负责人来到桂花镇响堂村陈素华家，为肢体四级残疾

的刘运孝老人送去轮椅，以方便他日常出行。

来到陈素华家，区残联、区妇联负责人一边将轮椅

展开，一边搀扶老人坐上轮椅，并指导老人如何安全使

用。同时，区残联相关人员还对院坝进行了尺寸丈量，

计划将其进行无障碍设施改造。“感谢你们无偿赠送轮

椅，让我爷爷出行更加方便，能到更远的地方看看。”陈

素华的儿子刘陈激动地说。

据了解，刘运孝是“尊老孝亲”典型陈素华的公公。

在响堂村四好户评比中，陈素华家多次荣获“尊老孝亲”

模范家庭称号。1992 年，陈素华与刘运孝的儿子刘和民

结婚，婚后育有两个儿子。2010 年，刘和民在新疆建筑

工地务工意外伤亡，丈夫去世后，陈素华承担起了家庭

重任。十年来，陈素华对年迈的公公婆婆不离不弃，视

同亲生父母，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同时还抚养两个尚

未成年的孩子，生活过得十分艰辛。但陈素华无怨无

悔，毅然担起了生活的重担，获得了全村人的高度好评。

区残联、区妇联获悉陈素华的先进事迹后，特意对

其给予了帮助，以彰显中华民族传统尊老孝亲美德，让

更多家庭学习。

北河街社区

开展“一约四会”公推直选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梁惠）近日，在区民政局有关

人员指导下，介福路街道办北河街社区第十届居民委员

会修订完善“一约四会”公推直选活动在犀牛广场社区

会议室举行。来自社区近百名居民代表参加活动，并选

举出社区新一届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会长、副会长、

委员以及社区新一届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

员。

据了解，北河街社区修订完善“一约四会“工作从今

年 3 月中旬开始，依照相关程序，先后经过组建修订完

善”一约四会“领导小组、召开居民代表会议宣传、民主

提名候选人、张榜公示、反复征求居民意见等阶段，并根

据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实

施办法的规定，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依法进行

了选举。

据悉，“一约四会”，一约：是指我们的居民公约。四

会，是指：居民议事会、居民道德评议会、居民红白喜事

会、居民调解会。开展“一约四会”公推直选活动，是社

区居民参与社会基层治理的一种具体表现，不仅可以促

进辖区居民文明之风建设，还可以保证社会和谐和国家

的长治久安。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雨）4 月 13
日，在即将迎来新中国 70 华诞之际，船山

区桂花镇金井村“妇女之家”开展了“巾帼

心向党·礼赞新中国”群众性宣传教育活

动。此次活动的开展也标志着全市“树新

风、助脱贫、促振兴”乡村振兴巾帼行动正

式启动。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阎仕蓉，

船山区妇联以及桂花镇、金井村干部群众

200 余人参加活动。

此次活动由遂宁市妇联指导，船山区

妇联和桂花镇党委、政府主办，旨在弘扬

女性精神，讲述美好故事，表达出广大妇

女和人民群众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的

心声。活动通过开展妇女健康知识宣讲、

解读妇女维权知识、妇女健康义诊和关爱

女性健康保障等活动，向广大群众宣传妇

女常见病、妇女法律帮助、妇女保障等知

识，为广大妇女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的生

活环境。

活动现场，金井村还分享了“孝义传

家、礼让传家、勤俭传家”的家风故事。同

时，舞蹈、书画表演、大合唱等节目轮番上

台，以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歌颂中国共

产党，祝福新中国，展现了新时代女性独

立自强的风姿。“能够参加这次活动，我真

的很开心。”金井村村民刘小华说，作为妇

女感到很光荣，也为如今祖国的强盛感到

自豪。

据悉，“巾帼心向党·礼赞新中国”群众

性宣传教育活动“妇女之家”千场联动活动

是由全国妇联统一发起，在统一的时间、规

定的地点开展的一场全国性妇女群众宣传

教育活动，金井村为全国 1000 场活动的主

办地之一。

船山区探索“党建引领、商家自治”管理模式

让商家成为城市管理“主人公”

桂花镇金井村举行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

巾帼心向党 礼赞新中国

船山区开展“巾帼心向党·礼赞新中国”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现场

（上接 01 版）目前，船山区全面推行“一次申请、一

窗受理、一次勘查、一站办结”的服务模式，群众和企业

只需提交一次申请、报送一套材料，在办理商事登记的

同时，即可申请办理道路运输许可、民办教育机构设置

审批等市场准入许可事项。通过内部流转、同步审批，

一次性颁发营业执照和行业许可证，平均减少重复提交

申报材料 40%，审批时间比法定期限减少 90%。

“三助跑”服务“跑”出办事效率加速度
2018 年 7 月，四川庆隆祥食品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

遂宁分行领得了我区首张“政银合作”办理的营业执照。

这标志着我区推广应用新方式、新模式、新技术，打通服务

群众、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方面迈上了新台阶。

去年以来，区行政审批局通过实施“数据跑”“机构

跑”“干部跑”三个助跑，加快了内部流转、同步审批，也

使得审批时间比法定期限减少 90%，实现了“多窗跑”变

“一窗跑”“多次跑”变“一次跑”“群众跑”变“干部跑”三

个转变。

数据跑，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去年，区行政审

批局积极构建“实体智慧大厅+四川政务服务网+门户网

站+微信公众号+手机 APP”的政务服务融合体系，依托

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行政务服务事项“应上尽

上、全程在线”网上办理，实现申请地点自由化、受理材

料电子化、审批过程信息化。在政务服务大厅开设网上

自助办理区，配备“宣传服务”“智慧导办”“网络审批”

三大专员，引导、协助群众网上办件。

机构跑，推行“银邮+政务服务”。区行政审批局与

四大银行开展“政银合作”，申请人可就近选择银行网点

申办营业执照，实现“就近办、一次办、多点办”。同时，

该局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遂宁分公司开展“政邮合

作”。申请人可自愿选择邮递服务，实现点对点直达，有

效减少群众企业上门取件造成不便的问题。

干部跑，推行“项目代办+政务服务”。区行政审批

局秉持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原则，为企业开辟“绿色通

道”。VIP 专办人员为重大投资建设和招商引资项目提

供从立项到投产全过程免费帮办服务，推动重大项目快

落地建设、快竣工投产。

“通过一年多的努力，区行政审批局按照‘大步整

合、优化共管、提升服务’的工作思路，以‘硬措施’改善

‘软环境’，充分释放制度性红利，蹄疾步稳将改革推向

新高度，将发展引入新境界。”颜静告诉记者，截至目前，

该局共办结行政审批事项、公共服务事项 189664 件，按

时办结率 100%，群众满意率 100%，全区行政许可事项

集中率达到 92%、“最多跑一次”事项达 88.6%，网上可办

率达 85%。

“最多跑一次”，用扎扎实实的改革成效带来百姓、

企业、政府的共赢局面，成为船山区全面深化改革的又

一金字招牌，不仅“跑”出了政府办事效率的加速度，还

收获了群众满满的获得感。 （全媒体记者 梁惠）

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
跑出便民利企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