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期一个月的成都市第五十一
届花会于 2015 年 3 月 25 日起在成
都市文化公园拉开帷幕。花会以

“多彩幸福，喜气洋洋”为主题，设立
时令花卉观赏区、精品花卉展示区、

书画展区和盆景展区，制作“繁花似
锦”“百花齐放”“金羊献瑞”等植物
雕塑造型 9 组，展出牡丹、西洋鹃、
丽格海棠、天竺葵、花毛茛、三色堇、
康乃馨等各类花卉 40 万余盆(株)，

其中康乃馨制作的鲜花雕塑、川派
盆景展区是本届花会的两大亮点。
以羊、虾、蘑菇造型为主的花卉吸引
了不少市民的眼球，停下脚步，拍照
留影。 （张兴渭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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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羊手机客户端

本报讯（记者 杨雪怡）2005年，
我国开始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换发工
作，时隔十年，第一批二代证领取群
众身份证已到期。近日，有众多市民
来到青羊区公安分局办证中心更换
二代身份证。如果不满意可以重新
照相，对于不方便取证的市民，区公
安分局办证中心还提供送证上门服
务，区公安分局办证中心体贴而人性
化的办证服务受到了市民们的一致
好评。

照相不满意可以来第二次

今年 34 岁的周先生是第一批二
代身份证的持有者，今年 6 月他的身
份证就将过期。上周，周先生专门请
了两小时的假来到青羊区公安分局
办证中心更换新身份证，“其实我早
就想换了，因为照片照得太瓜了，所
以一听说换证的消息就赶紧来换。”
在办证中心，周先生从排号到照相，
前前后后只花了不到 20 分钟时间。
在照相过程中，周先生对第一次的照
片不是很满意，工作人员得知他的想
法后，立刻帮他重新照了两张，最后

选了一张他自己满意的照片。“工作
人员的服务真的很周到，也很体贴，
完全为我们市民着想，现在我的新身
份证就能拿得出手了。”周先生笑着
说。

不少前来换身份证的市民都和
周先生一样，对新身份证换证过程非
常满意，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我感
觉现在办证中心的服务很细致入微，
也更人性化了。”一位前来换证的市
民说。

多措并举方便市民

记者了解到，近日，青羊区公安
分局办证中心迎来了二代身份证更
换的高峰期，区公安分局办证中心多
措并举，为市民提供一流的换证服
务。

面对每日剧增的办证量，为了更
好地维持办公秩序，让市民更快更准
确地了解办理流程，办证中心每日专
门安排引导员在身份证办理区域进
行引导，并在人像采集室增加文职工
作人员，负责提示群众做好采集人像
前的准备工作。中心还配置了便民

箱，方便群众整理头发和衣装，加快
拍照进度，减少拍照等待时间。

中心调整了前台窗口，除原有身
份证办证窗口外，还额外增加了两个
户口办理窗口接待身份证办理市民，
安排 2 名文职人员在前台指导帮助
小孩、老年人这部分指纹难采集人群
采集指纹，最大限度提高身份证办理
接待量。

如果有辖区居民由于身体或其
他原因不能到中心取证，办证中心还
将为他们提供“送证上门”的便民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在人像采集室对办
证群众的联系方式及实际居住地址
进行现场登记，制证完成后五个工作
日内，由实际居住地的社区民警通过
事先与办证群众取得联系，约定时间
上门送证。截至 3 月，办证中心共为
群众办理身份证 12000 余张，联合辖
区派出所送证上门8000余张，切实方
便了群众，赢得了群众的好口碑。

都江堰放水节
系列活动即将开启

本报讯 4 月 4 日 至 4 月 6 日 ，
2015 中国·都江堰清明放水节暨“多
彩都江堰·快乐四季游”系列活动即
将盛大开启。

今年的放水节除了往年具有历史
传承意义的《筑堰·岁修》《千年祭祀》

《砍杩·放水》3 项节目外，还将上演
“精华版”的《春耕·插秧》和《拜水·感
恩》。演员们用舞蹈化的表演向游客
呈现一幅川西百姓与水为邻、因水而
兴、安逸和谐的天府画卷；在“拜水都
江堰·感恩母亲河”这一环节，将邀请
在场的游客朋友和演员们一同向勤劳
智慧的治水先贤以及赐予我们安逸生
活的都江堰深深叩拜，以最真挚朴实
的情感表达人们的感恩之心。

据悉，在放水节期间，将会新增一条
与岷江平行的宽3米、长40米的水道，并
在其上面搭杩槎拦水。既能最大限度地
从视觉上还原在岷江中砍杩槎放水的效
果，同时也便于观众参与活动。

“为确保游客体验，放水节演出门
票是限量的，请大家提早抢票。”青城
山-都江堰旅游景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称，游客可以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提前
安排行程。对于网购一族，可在携程、
途牛、去哪儿等网站及时订票。

温馨提示：四川省中国青年旅行
社 各 大 门 店（028-86268858，028 －
86262398）、成都景区直通车各景区服
务中心（40008271717）、重庆鑫传奇国
际旅行社（023-63560868）均可提前

“抢票”。 （关小兴黄成薇）

今年首期“新青羊新素
养”干部培训成功开班

本报讯 （记者 张静）3 月 26 日，
由青羊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联合举
办的2015年第1期“新青羊新素养”干
部培训正式开班。来自全区 29 家单
位的区管领导干部以及卫生系统后备
干部培训班学员近百人参加了此次培
训。本期培训的专题为“凝心聚力、扬
帆起航”，计划共开设四门课，分别聚
焦经济新常态、两会精神、国际形势热
点以及成都转型升级。

据悉，自2014年区委党校举办“新
青羊新素养”系列培训以来，受到了全
区干部的普遍欢迎和好评。2015 年

“新青羊新素养”系列专题培训教学模
式在 2014 年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和补
充，专题数量由“四选一”增加到“六选
一”，师资阵容也较之去年更加强大。

“青羊区采取改、建、拆、治、管
等多措并举，确保‘四改六治理’工
作顺应民意、取得实效。”日前，四
川日报对我区在“四改六治理”工
作中的经验和成效进行了报道。
在文中，青羊区委书记戴志勇表
示，“这既是民生工程，更是民心工
程，我们把做好这项工作作为践行
群众路线的重要载体。”

无疑，实施城市建设管理转型
升级“四改六治理”十大行动，是我
区贯彻落实省委“五个转型升级”
重大要求、市委“立城优城”战略，
提升青羊城区形象、优化投资环境
和改善服务民生的重要举措。全
区各街道和相关部门一定要迅速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和区委
的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强化“‘民
’字当头”的意识，以时不我待的紧
迫感、义无反顾的责任感，全力以
赴抓紧抓实抓好这项民生、民心工
程，为推动青羊转型升级，奠定良
好的功能品质基础。

抓好“四改六治理”民心工程，
必须进一步提升民生福祉。这项工
程是市委、市政府的一项重大工作
部署，是继“北改”之后我市启动的
最大的一项民生工程。可以说，“四
改六治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升
民生福祉。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
明确总目标，继续通过“改”、“建”、

“拆”、“治”、“管”等举措，促进大气、
雾霾、河水污染得到有效治理，小
区、院落等居住条件和出行环境得

到明显改善，让老百姓居住更舒心、
生活更便利、心情更愉悦。

抓好“四改六治理”民心工程，
必须进一步提升城区品质。城区
品质的提升在于城区外在形态的
显著变化，在于城区功能的优化完
善，在于城区秩序的通畅有序。当
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们要对标现
代化、国际化，继续通过“改”、

“建”、“拆”、“治”、“管”等举措，完
善城区功能、提升城区形象、塑造
城区特色，打造高品质的文化、生
态和环境。

抓好“四改六治理”民心工程，
必须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四改
六治理”本来就是一个投资拉动的
重要行为。基于这种考虑，抓“四
改六治理”就是抓发展。我们要把

“改”、“建”、“拆”、“治”、“管”等举
措同区域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不仅要注重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更
新产业发展载体，还要注重调整产
业结构、优化产业业态。

“四改六治理”的最终标准就是
以群众满意来衡量。在推进“四改
六治理”工程中，我们要继续牢固树
立“大城市、细管理”理念，强化“精
品意识”、“为民意识”，借助“改”、

“建”、“拆”、“治”、“管”等有效举措，
积极落实“四改六治理”各项工作，
在形成齐心协力、同频共振、聚力攻
坚的生动局面中进一步提升城区品
质、优化人居环境，让老百姓充分享
受到青羊发展成果。

抓好“四改六治理”
做实民生民心工程

本报评论员

听民声，将群众意见放首位

“四改六治理”是成都市继“北改”
之后的最大民生工程，包括棚户区改
造、城中村改造、老旧院落改造、老旧菜
市场改造和大气雾霾治理、河渠污染治
理、交通秩序治理、市容市貌治理、违法
建设治理、涉农区域环境治理等与群众
生活息息相关的十大工程。

谈到“四改六治理”，青羊区区委书
记戴志勇说，“这既是民生工程，更是民
心工程，我们把做好这项工作作为践行
群众路线的重要载体。”

为确保改造治理与群众意愿吻
合，青羊区在制订方案前和方案实施
中，均要走到群众中间，听取意见建
议。“我们成立十个专项推进小组，深
入小区、院落发放公开信，入户走访，
举行‘恳谈会’，居民各抒己见，改造方
案逐渐清晰，推动起来很顺利。”区城
管局局长刘智毅介绍。

3 月 24 日，在青羊区羊市街社区九
思巷 14 号院落，记者见到，一条石板小
路曲径通幽，文化墙下群众在体育设施
上锻炼。院内红墙碧瓦、干净整洁。“以
前这里路稀烂，垃圾到处丢。去年以来，
政府对这个老旧院落进行彻底改造，才
有今天模样。”院落居民曾奇说，“整改之
初，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收集意见，最后设
计图我们还看了，修出来大伙满意。”

顺民意，群众合理利益得保障

青羊区采取改、建、拆、治、管等多
措并举，确保“四改六治理”工作顺应民
意、取得实效。

改：改造棚户区是常年居住其中的
群众最迫切愿望。今年1月，通锦桥棚
户区改造项目第四标段签约，534户居
民不日将住进崭新安置房。

建：黄田坝区域生活废水污染环
境，周边群众意见很大。今年初，青羊
区启动黄田坝污水处理站建设工程。

拆：院落内违章搭建让院落居民深
受其害。去年以来，该区坚决消除违
建，截至目前全区共拆除270处、6727平
方米违章搭建。

治：摸底河沿巷9号院排污口长期
污水下河，恶臭内涝困扰周边，去年以
来通过对排水管网疏掏整治，解决了石
人小区内涝隐患。

管：城乡卫生环境群众关注，草堂
街道采用智能社会管理指挥系统，管理
街面卫生，一包垃圾从丢弃到处理仅两
分钟。

在推进“四改六治理”工程中，即便
是少数群众合理利益也能得到保障。
苏坡街道对辖区违法户外广告、招牌整
治中，不是一拆了之，对地处深巷的商
家，在路口为商家统一设置广告牌，保
障了他们的利益。

集民力，群众把工程当成自家的事

“评估公司和测绘公司是居民抽签
选出的，由他们对拆迁户房屋进行评估
和测量。”在通锦桥棚户区改造现场，居
民刘静介绍，这样既确保了搬迁户利
益，又减少了矛盾纠纷。

青羊区充分依靠群众，注重发挥居
民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作用，利用业
委会、家委会、居民议事会等自治组织，
确保该项工作有序推进。

老旧院落改造，该区探索“先自治
再整治”模式，通过自治组织让大家积
极参与院落改造的全过程，并建立长
效管理机制。九思巷 14 号院落成立
居民议事会，去年他们联合街道引进
了 543 社工中心、斯福教育中心等社
会组织进院落，居民不出社区即享受
服务。

在污水治理上，青羊区发挥社区居
委会和居民小组的作用，积极协调相关
部门，拟定治理方案。在棚户区改造
中，居民自治组织充分发挥出对棚改模
拟搬迁签约的协调、推进作用。

政府引导下，青羊区群众把“四改
六治理”当成自家的事情，献智出力。

“‘民’字当头，破解了工作推进中的难
题和矛盾，确保推进该项民生工程一路
坦途。”刘智毅说。
（全文转自3月28日《四川日报》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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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羊区推进“四改六治理”

“民”字当头 干事一路坦途
《四川日报》记者 陈松

阳春三月，毗邻成飞公司居

家的张智常常开窗感受

春风。而去年此时，他却窗户

紧闭，因为一开窗，外面的煤灰

就会飘进房间。为此，他和周

边居民联名向政府反映过情

况。“还群众一个蓝天”。成都

市青羊区与成飞公司协调解

决，于去年夏天启动煤改气工

程。年底，成飞公司这一烟囱

停止冒烟，每年减少向大气排

放烟尘300吨。

群众有诉求，政府放心

头。在去年成都市开展的城市

建设管理转型升级“四改六治

理”工作中，青羊区始终以民为

先，听民声、顺民意、集民力，探

索出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问题的青羊特色。

基层

多措并举 提供一流换证服务
青羊区公安分局办证中心人性化服务获市民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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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羊区建设局局长肖建：今
年，将紧紧围绕功能区建设提质增
效这个目标，突出规划引领，按照

“一转二促三突破”的发展思路，促
进西部新城经济形态的转型升级，
促进土地整理和上市、重大项目加
快建设，在改革发展创新、破解资
源“瓶颈”上取得重大突破。同时，
大力推动项目载体建设，提高区域
公建配套和产业承载能力，力争在
功能区建设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取得新突破。同时，将进一步强
化“精品意识”，扎实推进老旧院
落、棚户区等“四大改造”，统筹推
进工地扬尘治理；突出基础设施改
造升级与管理机制更新，加快推进
太升南路电力下地和道路改造等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实施道路
整治、中小学幼儿园、农贸市场、绿
地、社区服务中心、养老院等24个
公建配套项目的建设。

苏坡街道党工委书记胡农军：
一是主动服务，加强项目的建设开
工。按照“四个一批”的工作思路，
着力抓好“西城尚锦、西环广场”等
项目的加快建设，促进“青羊万达
广场，美城广场”等11个项目如期
开工。积极协调、加快土地上市，
力争百仁“253”、黄土50亩等土地
地块上市。二是主动作为，加快土
地拆迁工作。以“钉钉子”的精神，
积极破解拆迁工作难题，着力解决
培风、中坝上市土地的拆迁遗留问
题解决。全面启动万家湾3、9组的

征地实施工作，全面完成“百仁城
中村”项目的拆迁收尾工作。三是
主动衔接，积极做好片区产业规
划。突出抓好“金沙中坝省级商贸
服务业聚集区”建设，启动实施区
域服务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工作。
加强对已建载体二次招商力度，努
力引进更多优质企业入驻辖区，着
力引进一批电子商务等现代新兴
产业。

文家街道党工委书记刘兵：
一是继续抓好基层组织建设，保
障各项工作推进。加强对社区党
员干部队伍管理，深化思想政治
建设工作，增强政治规矩意识，做
到令行禁止。二是继续抓好拆迁
工作。按照“抓拆迁就是抓项目，
抓拆迁就是抓发展”的工作思路，
继续抓好辖区18个项目的拆迁工
作，做好地铁4号线等项目的收尾
工 作 ，确 保 重 大 项 目 按 进 度 完
成。积极探索“新形态”下的拆迁
工作方式，通过拆迁项目招标方
式，争取实现优化拆迁工作队伍、
减少拆迁矛盾。三是继续抓好维
稳工作。积极化解各种遗留矛
盾，特别是要尽量解决好拆迁居
民的社保问题等诉求，积极做好
宣传解释工作，确保辖区社会基
本面稳定，促进和谐文家构建。
四是积极做好经济工作。在继续
抓好项目推进基础上，重点抓好
固投、招商引资、税收等工作，确
保年度经济工作目标顺利完成。

戴志勇在青羊区六届区委第93次常委会上强调

把创新创业和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结合起来
李燎等参加 吕长华桂建梅列席

19家青羊楼宇企业抱团入会
共话楼宇经济转型发展

力争把楼宇空置率
控制在5%以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