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 件民生实事

“接蓬溪县精准扶贫办要求，
建档立卡贫困户居民每年可免费
做体检一次。请你户居民于 4 月
25 日 7 点 30 分带上身份证到两河
口村办公室统一体检。”前不久，
蓬溪县赤城镇两河口村贫困户张
荣杨收到卫生室村医姜顺远发的
短信，这条提示让张荣杨感到很
贴心。

今年，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
要求，市卫健委在“对 12 万贫困人
口进行免费健康体检”“持续为全
市 327.16 万城乡居民免费提供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两项民生实事
中 先 谋 快 动 、分 解 任 务 、压 实 责
任，让一系列惠民利民措施稳步
跟进，持续保障城乡群众健康。

从今年 1 月起，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就不断接到关
于市城区滨江路玻璃塔下水道堵塞的热线，在向市住
建局进行了多次交办后，此事仍未得到根本的处理。
日前，通过市效能办督查人员以及市效能监察专员的
督办，市住建局已经制定好整改方案，该问题将在 7 月
1 日前得到彻底解决。

2017 年，碧桂园·中环壹号入驻

遂宁，从拿地至今，我们一直砥砺前

行，不忘初心。

作为碧桂园集团在遂宁的第一

个项目，从研发设计到工程质量，碧

桂园·中环壹号始终秉承精益求精

的态度，对每一个环节严格把控，只

为最终交付给业主一个满意的家。

在这个“浓妆艳抹”的时代，能

够真正自信的将“素颜真面孔”展示

在大众面前的还有多少呢？在碧桂

园，有一种安心，叫提前预鉴；有一

种自信，叫工地开放。

为了让业主和社会各界更加直

观地了解未来家的模样，5 月 12 日

上午 9:30，“匠心筑家，眼鉴为实”工

地开放日活动在碧桂园·中环壹号

圆满举行。这次工地开放活动，是

匠心品质的展示，是交付前的检验，

更是对业主和客户的承诺。

5 月 12 日上午，碧桂园·中环壹

号数百名新老客户，冒着小雨莅临

工地开放活动现场，实地参观了碧

桂园·中环壹号户型结构、建筑用

材、交付标准、园林绿化等。

经过了全程参观了解后，现场

来宾纷纷表示切实感受到了碧桂园

过硬的建筑工艺水平与匠心精筑的

品牌实力。好多业主朋友已经开始

规划自己未来的装修设计了，对未

来的家充满了憧憬。

家，不仅仅是一个避风避雨的

场所，更是安放情感的港湾，懂得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因此一砖一

瓦我们都耐心打磨，一草一木我们

都精心呵护。我们能有今天的成

就，离不开你们的支持和陪伴，在不

辜负这份厚爱的同时，我们要交上

一份满意的答卷。

碧桂园·中环壹号始终秉承碧

桂园 27 年匠心筑家品质，以精工品

质、贴心服务、工匠精神、勇于创新、

责任担当等理念，为每位业主建筑

一个好房子，成就一个温暖幸福的

家。

匠心筑家
眼鉴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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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速递

原因：
餐厨垃圾长期直排下水道

在 12345 向市住建局交办了此

事后，市住建局曾向 12345 进行了

回复：已经安排工作人员对现场堵

塞部位进行疏通，目前该处排水已

经恢复正常。但是 12345 仍不断接

到类似投诉，反映下水道依然堵

塞，污水溢出导致市民无法通行。

4 月，市效能办组织市效能监察专

员、市国卫复审办、市政管理处等

部门多次现场督办此事。

据市效能办督查人员调查，玻

璃塔区域建设较早，原设计中未充

分考虑餐饮业态密集分布，只设置

了一条 DN400 混凝土排水管，以雨

污合流方式排水。2017 年，市政管

理处对玻璃塔区域实施了雨污分

流改造，设置了化粪池，并在化粪

池中设置了抽水泵进行抽水，但未

做到标本兼治。

再加上玻璃塔区域的餐饮经营
户未按要求在店内设置和使用餐
厨垃圾收集容器，将经营产生的餐
厨垃圾长期直接倒入城市下水道，
餐厨油污凝固后堵塞下水道造成
污水溢出。另外，油污进入化粪池
后，造成化粪池中抽水泵中水位感
应器失灵，导致化粪池中抽水泵无
法正常工作加剧了污水横流现象。

方案：
7月 1日前完成整改

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该局

已经制定出方案，从五个方面对玻

璃塔污水横流的问题进行整改。

首先是立行立改，由市政管理

处安排专人对玻璃塔周边雨污管

网每天进行定期巡查并组织人员

及时清掏、疏通下水道、检查井，确

保雨污管网及检查井排水畅通，该

工作将持续到整改完成为止；在 7
月 1 日前，由船山区、市市场监管

局对玻璃塔区域周边经营户业态

进行梳理，对部分餐饮企业外移，

对保留的餐饮企业强制设置隔油

设施和餐厨垃圾收集容器，并对使

用情况进行有效监管，组织做好玻

璃塔区域城市秩序管理、环卫保洁

及餐厨垃圾收运工作；在 7 月 1 日

前，由市城管执法局对玻璃塔周边

排水户排水许可证办理情况实施

全面检查，对无证排水的商户严格

执法，加强巡查，对该区域餐饮经

营户乱倒餐厨垃圾和废弃油脂等

行为依法严格查处。

7 月 1 日前，市政管理处将根据

出水口高程合理设计，在化粪池出

水口处重新安装排水管网(DN600 钢

带缠绕管)至城市主排水管网，完成

后取消化粪池内抽水泵，消除化粪

池出口隐患，确保改造后正常排
水。船山区将排水户至化粪池段管
网维护、化粪池日常清掏工作纳入
社区管理，排水户至化粪池段及化
粪池发生堵塞后由社区组织排水户
缴纳相关费用进行疏通、清掏，改变
现在该区域经营户乱倾倒排污由社
会公众集体承担后果的状况。

记者还了解到，市效能办将对
此事进行全程跟踪督办，并要求

各 相 关 部 门 在 保 证 质 量 的 情 况

下，按照方案中的时间节点完成

整改工作。

（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

让贫困老乡足额享受政策红利

今年，全市 30 件民生实事中，“持续为

全市 327.16 万城乡居民免费提供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计划安排资金 1200 万元，在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对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和 7
岁以下儿童进行免费健康管理的基础上，

脱贫攻坚期间对贫困人口开展 1 次免费健

康体检服务，2019 年预计体检 12 万人，实

现“早发现、早治疗”，全面提高贫困居民

健康素养整体水平。

“在操作层面上，我市对全市建档立卡

的贫困人口免费健康体检工作提出了更明

确的要求，就是‘三规范’‘四个 100%’。”

市卫健委健康扶贫办主任郑栋才介绍说，

针对全市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免费健康体

检工作，今年要做到规范体检项目、规范

体 检 单 位 、规 范 体 检 流 程 ，以 及 告 之 率

100%、在家贫困人口体检率 100%、未在家

贫困人口预约体检率 100%、体检贫困人口

“两档”建立率 100%。

民生实事实施以来，我市明确抓好“组

织发动、媒体引导、入户动员”三个环节，

落实了责任主体、投入主体、实施主体，要

求各单位进一步加强政策宣传，拿出更实

举措、更细方案、挂图作战，切实做好“两

档”（纸质档案、电子档案）管理，确保全面

完成贫困人口健康体检工作。各地以“免

费”“健康”为重点，加大免费体检政策宣

传力度，通过电话、短信等多种方式告知

外出的贫困人口，通知其利用节假日返乡

期间到辖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参加免费健康体检，确保“家喻户晓、

人人知晓”。此外，我市要求各地对患病

贫困人员进行疾病库排序分类，提出个性

化的健康干预方案，有针对性地治疗，做

到“精准摸底、精准建档、精准宣教、精准

干预”，做到“一人一卡、一户一档、一村一

卷”，做到健康体检与健康管理有效结合，

切实降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

郑栋才介绍，今年我市将不定期对各

地免费健康体检情况进行专项督导，对工

作进度落后、组织不力、措施落实不到位

的，将扣减年度目标考核分，并予以通报

批评，切实保障政策落实到位。

不断提升群众健康水平

今年，民生实事“持续为全市 327.16 万

城乡居民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一

项中，我市计划安排资金 18139 万元，以儿

童、老年人、孕产妇、慢性病患者为重点人

群，面向全市 327.16 万名城乡居民免费提

供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慢性病管理

等 14 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市卫健委基层与妇幼卫生科科长王金

秋介绍说，民生实事实施以来，我市安排部

署各地扎实开展业务培训工作，创新培训

形式，注重培训效果，让基层机构相关人员

学的懂、用的上、做得好。强化签约服务对

群众的吸引力，在就医、转诊、用药等方面，

提高居民对签约服务的认同感，通过优质

服务和差异化政策吸引群众主动签约。

此外，我市还在做好大众宣传的基础

上，利用健康主题日、健康体检等契机，针

对老年人、孕产妇、儿童、在校学生等重点

人群开展专项宣传，通过服务重点人群、

抓好重点环节、组织公益行动等不同形

式，使城乡居民充分了解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内容和政

策，提升居民的知晓率和感受度。

（全媒体记者 侯跃）

我市将对12万贫困人口
进行免费体检

今
年

市城区玻璃塔区域
污水溢出阻碍通行

效能督办 7月 1日前彻底解决

标准有分歧 工资被拖欠半年
相关部门介入 工资已经结清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近日，市民王先生向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反映，他于 2018 年 8 月在大英县天

保镇秀白山村修建贫困户房屋，一直未得到工资，之前

施工方承诺 2019 年 3 月底发放，但至今未发放。

在了解到此事后，大英县效能办、大英县热线办第

一时间赶到天保镇了解相关情况。根据调查，了解到来

电人于 2018 年 8 月在天保镇秀白山村修建异地搬迁房

屋，该工程项目由郭某承包修建，劳务发包给李某。来

电人在李某手下做木工，王先生要求 200 元每天，但李

某只承认给其 150 元每天。由于两人对工资有分歧，所

以一直未支付，工资拖欠情况属实。

找到问题症结后，大英县效能办、大英县热线办要

求天保镇将该易地搬迁标段承包方及来电人召集到天

保镇政府会议室，进行现场处理。经过协商后，双方达

成一致意见：王先生在秀白山村修建房屋天数为 27.1 天，

150 元/天，其侄儿做工两天，200 元/天，合计应支付工资

4465 元。由于来电人在做工途中借出工资 1000 元，故实

际支付来电人工资 3465 元，该笔工资由工程项目方郭某

先行垫付。在相关部门的共同见证下，来电人工资已当

面付清，并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关心关爱农民工编者按：今年 3 月，市委办、市政府办出台《2019 年全市 30 件民生实事实施方案》，按照中央“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

制度、引导预期”的民生工作思路，在城乡公办学校建设、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养老保障、新（改）建农村公路、城乡垃圾污水处理
等多个方面惠民利民。各民生实事实施 1 个多月以来，推进情况如何？效果怎样？又有哪些创新举措？即日起，本报将推出《感
受民生温度 观察实事落实》系列报道，敬请垂注。

聚焦 2019 年

广告

市民投诉烧烤店多项扰民
部门及时介入让居民“开窗”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吕苗）“晚上简直不敢开窗，

油烟和噪音同时存在，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近

日，有市民打进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反映称，市城区宫

路与油房街交界处有一家烧烤店长期占道经营，影响市

民出行。同时，该烧烤店还存在油烟和噪音扰民现象，

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希望有关部门能及时整治，还周边

居民一个“清净”。

接到市民反映后，船山区热线办立即组织船山区城

管执法分局对该问题展开核实处理。经核实，该烧烤店

确实存在占道经营和油烟、噪音扰民现象。为此，城管

执法人员对该店老板进行了约谈，要求其立即整改，一

是将占道物品收捡至店内，二是做好油烟净化，三是引导

客人文明用餐，避免噪音。近日，城管执法人员对市民投

诉的烧烤店再次进行了走访，发现占道经营、油烟噪音扰

民现象均得到了有效整改。同时，执法人员还通过电话

回访的方式予以核实，证实了整改情况真实有效。

医务人员对村民进行免费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