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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小区不要看到它老旧，环

境卫生可不比新建小区差，而且我们得

的先进也不少。”家住城东社区清香元小

区的张奶奶，谈到小区的管理和环境，一

脸自豪。在清香元小区，记者看到社区

志愿者们正带着小铲子、钢刷、涂料等，

对小区内墙面上张贴、喷涂的非法小广

告进行集中清理。通过大家的共同努

力，小区恢复了昔日干净清洁的面貌。

今年以来，为切实构建和谐、稳定、

安全的社会环境，城东社区对照任务目

标，进一步强化领导、落实责任、加大措

施，持续开展安全大排查工作，建立健

全并严格落实安全群众举报制度、明察

暗访制度等有效办法。同时，对辖区重

点 企 业 的 安 全 生 产 情 况 进 行 督 导 检

查。进一步完善应急管理制度，认真落

实 24 小时值班制度，严格执行查岗制

度，规范信息报送制度。积极做好牛皮

癣小广告清理整治，加强卫生死角清扫

保洁，积极落实门前五包巡查，加大基

础设施改造力度，规范小区物业管理，

真正解决了一批问题，营造了良好的社

会氛围。

住宅小区的消防通道是火情发生后

救援和逃生的重要通道。针对小区存在

的卫生死角、消防通道堵塞的问题，在光

华福庭小区，社区干部和网格员主动作

为，采取措施对该小区进行整改，目前，

该小区已经变成一个环境优美、管理有

序、治安良好的美丽家园。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小区的管

理是展现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指

标，围绕小区的管理服务，社区成立了小

区业主委员会。扎实开展小区环境治理

工作，改善小区人居环境。加强小区管

理，维护小区秩序。严格公开制度、业主

社区共同监督等措施。”基井湾社区党委

书记任乐林说，在今后的小区管理工作

中，基井湾社区将拓展工作思路，进一步

整合社区资源，强化党建引领，推动形成

“小区党支部+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

三方联动的整治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党

在社区工作中“一核多元”的核心作用，

为助推社区做好民政、综合治理、文明创

建等各项工作、推动社区全面发展提供

坚强的政治保证。

在锦绣家园，经过城东社区干部的

宣传、教育，一些居民自愿拆除违章建

筑。在一些安置小区，由于基础设施不

成熟，没有物管，人口众多，小区管理难

度大，凉亭社区就属于这样的小区。连

日来，社区干部与志愿者们发扬不怕苦、

不怕累的精神，对辖区的垃圾、杂物以及

绿化带内的杂草进行清理，通过志愿者

的不断努力，使社区环境卫生得到了进

一步提升。志愿者们用实际行动更好地

引导社区居民都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的

行列中来，共同营造整洁优美的人居环

境。

针对一些小区存在电瓶车无法充电

的情况，以及私拉乱接充电线等安全隐

患，城东社区通过多措并举的方式积极

向各小区推广充电桩，确保居民充电放

心，停放安心。力求为辖区居民营造和

谐、稳定、安全的生活氛围。随着大英县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如火如荼的进

行，城东社区全力以赴，与社区干部、业

主委员会、广大居民一道，积极探索可行

的措施，在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的指

导下，进一步建立完善创城工作体系机

制，加强日常监督考核。

城东社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陈卓表

示，接下来城东管委会将继续以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为契机 ,立足社区实际 ,努力

提高社区服务效能 ,进一步提升社区市

容环境 ,提升居民生活的幸福指数 ,合力

建设和谐文明新大英，为大英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添砖加瓦。

（全媒体记者 蒋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波）7 月 11
日，团县委在朝阳社区开展“美丽文明

新大英 有你有我更精彩”主题志愿服

务活动，发动青少年积极参与城市创优

宣传教育提升专项行动，营造人人参与

志愿服务的浓厚氛围。

活动当天，团县委组织社区在家青

少年在朝阳社区会议室参加了“双零社

区”“珍爱生命·拒毒防毒”青少年禁毒

宣传教育和“文明创建听我说”主题讨

论活动。随后，青年志愿者带领各组青

少年走进居民小区、步行街、商场等人

群集中地，开展宣传咨询、公共文明劝

导、环保清洁志愿服务、交通文明引导

等活动。通过宣传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进一步提高了市民对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的知晓率、支持率、参与率和满

意率。此次志愿服务活动，使青少年在

服务中锻炼自我，展示形象，为大英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贡献力量。

共建幸福美好家园
创建创建全国全国县级文明城市县级文明城市

我县第 25期校长大讲堂开讲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波）7 月 11 日，大英县第 25
期校长大讲堂开讲，上海市督学郑万瑜应邀以《学校章程

建设》《学校发展规划与实施》为题作报告。

郑万瑜站在章程建设工作的制高点，运用大量详实的

素材，深入浅出的事例和站位前沿的理念，从章程的意义、

重要性、制定与审核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讲解，培训内容既

有思想高度，又有理论深度，操作性很强，对学校下一步章

程制定工作和学校发展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与会人员表示，报告让大家深受启迪，更加明确了学

校章程是学校这级组织的组织规程或办事条例；建设好了

章程，依法治校就可以纲举目张；制定和实施学校中长期

规划，有利于学校长远发展。在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和教育

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切实做好章程建设和中长期规划

制定实施。

大英县举行健康饮水扶贫工程
第二轮捐赠启动仪式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蒋亮）7 月 11 日，大英县在蓬莱

镇举行健康饮水扶贫工程第二轮捐赠启动仪式。省扶贫

基金会遂宁市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绪炳，县扶贫开发

局负责人，县工商联、民政局、各镇乡相关负责人出席启

动仪式。

会上，成都宏华太阳能技术有限开发公司向大英县捐

赠 40 台净水器及 2000 支滤芯，总价值 41.52 万元。县扶贫

开发局现场接受捐赠，并向爱心企业颁发荣誉证书。捐赠

方还就净水器安装、滤芯更换等售后服务进行了承诺。

县扶贫开发局主要负责人在启动仪式上向成都宏华

太阳能技术有限开发公司的帮扶、捐赠表示感谢，并希望

通过这次活动，引领带动更多企业和社会人士加入扶贫队

伍，凝聚起强大的合力，提高贫困户收入、提升造血能力，

共同打赢打好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蒋亮）近日，大英县商务和经济

合作局、大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大英县生态环境局、大英

县城西办事处等部门，联合多个部门对辖区内的干洗店进行

逐一走访摸排，开展淘汰开启式干洗机专项行动。

据了解，开启式干洗机以四氯乙烯或石油衍生溶剂作

为干洗溶剂，在空气交换过程中，干洗溶剂气体混合物中

的挥发性有机物会逸出，不仅造成空气污染，并且对人体

有危害。

摸排工作中，工作人员查看辖区内干洗店的资质和设

备。逐一对干洗店的机器设备型号、经营信息、联系方式

等进行登记。同时，针对开启式干洗机和全封闭式干洗机

的区别进行详细宣传讲解，并积极向广大商户进行环保宣

传，共同营造健康美好生活环境。

本报讯（樊玲 全媒体记者 成红月）
日 前 ，记 者 从 市 热 线 办 获 悉 ，因 在

“12345”热线办理工作中表现突出、成绩

显著，县卫健局蒋立新被评选为首届“遂

宁十佳热线之星”，也是大英唯一获此殊

荣的热线工作人员。

虽已到知命之年，但从事热线办理

工作五年来，蒋立新始终以一名共产党

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持把群众呼

声作为第一信号，把解决群众诉求作为

第一使命，听民情、解民困、分民忧，为广

大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五年来，她任劳任

怨，锲而不舍，一直坚守“12345”政府服

务热线，管理大英县卫健系统“12345”政
府服务热线二级平台，负责整个卫健系

统热线工单的受理、办理、回复、审核、上

报和存档等具体工作；五年来，她谨小慎

微，兢兢业业，不断地学习先进知识，积

累热线工作理论，熟练掌握各项操作技

能，有条不紊地逐件逐项去理解、处理大

量群众来电的交办回访，办理“12345”大
英县卫健系统政府服务热线工单 501 件，

办理回复率 100%、办结率 100%、满意率

99%。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城东社区在行动

团县委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大英县开展
淘汰开启式干洗机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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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漆亚丽 全媒体记者 成红月）
7 月 11 日是第 30 个世界人口日，大英县

积极开展“牢记为民初心，共建幸福未

来”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活动，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宣传效果。

大英县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站、

报刊等媒体，宣传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卫

生健康和人口计划生育领域取得的成

就，特别是妇女儿童健康和权利的巨大

进步，免费“两癌”筛查、防艾知识、老年

人健康、家庭医生签约、免费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等内容，引导人们关注人口问题，

关注身体健康。同时，在各部门和单位

办公楼前的电子屏幕滚动播放世界人口

日主题宣传口号；各镇乡、村也依托人口

文化新村、人口学校、宣传栏等宣传阵

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主题鲜明

的宣传活动，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不

仅如此，大英还在县政府广场设置政策

咨询台、药具发放台、健康服务台对世界

人 口 日 进 行 集 中 宣 传 ，发 放 宣 传 资 料

3500 余份，接受群众咨询 120 余人次，发

放免费避孕套 500 余只，免费测量血压

50 余人次，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大英县世界人口日宣传氛围浓

爱护环境从小做起爱护环境从小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