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华区建设局负责人介绍，
围绕市结合当前辖区公共服务设
施配置现状和人口增长趋势等实
际情况，成华区制定了公共配套服
务设施“三年攻坚”行动计划。其
中，未来3年将新建中学13所、小
学20所、幼儿园31所、中文化活
动中心28处、综合健身馆16处、
综合运动场5所、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19处、农贸市场36个、公厕61
个，集中力量破解教育、医疗卫生、

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不足、布
局不均衡的问题。预计至 2020
年，成华区将总投资59亿元，新建
公共服务设施314处，公共服务设
施实施率提高至70%以上，初步实
现主要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供需
平衡，构建“15分钟基本公共服务
圈”。其中今年下半年，成华区将
陆续启动实施二桥桥西片区配套
幼儿园等39个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项目，预计总投资15亿元。

未来3年将新建中学13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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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吴双 记
者 田雪皎）每逢重大节日前，
简阳市纪委都会采取各种方
式“打招呼”，采取文件提醒、
会议提醒和短信提醒。紧盯

“中秋”、“国庆”重要时间节
点，简阳市纪委对全市党员干
部发出廉洁过节提醒卡，坚决
防范和治理公款旅游、公款送
礼、公款吃喝、公车私用、乱发
钱物等“节日病”问题。

该市由市纪委牵头，组织
财政、审计、税务、机关事务管
理等单位召开节前作风督查
专题会议，对可能发生的违规
违纪行为进行预判，明确工作
任务和责任分工。严格按照
中央、省、市相关精神，制发通
知，重申纪律，督促全市各级
党委(党组)坚守责任担当，提
前对节日期间作风要求和廉
洁自律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推
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地生
根。

节前，向全市党员干部发
送提醒短信2万余条，组织节
前集中约谈 112场。在全市
100多辆出租车LED显示器
上滚动播放宣传标语，并通过
电视新闻和广播播报等方式
进行宣传提醒，形成廉洁过节
的浓厚氛围。

紧紧围绕公款购买月饼、
节礼、购物卡、公车私用、公款
吃喝等5项重点内容，成立5
个专项督查组，7个作风督查
组和1个突击检查组，采取不
定时间、不定路线、不打招呼、
不间断的方式，深入机关单位
及部分娱乐场所等开展突击
检查和专项督查。截至目前，
出动人员40余人次，对12个
乡镇（街道）、8个市级部门、10
余家餐饮娱乐场所进行了节
前检查。

简阳市
严查严防
“节日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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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德铭精神引共鸣 事迹有望打造纪实文学

“以‘纪念卢德铭烈士牺牲
90周年’为主题开展诗文征集、
评比、表彰活动，没想到反响这
么热烈，群众踊跃投稿。”主办方
相关负责人介绍，4至7月，共收
到310件诗文投稿，远远超出预
期。最终，由刘丙文、孙贻荪创
作的散文《一生守望，凄美的情
缘跨越人间天堂——秋收起义
总指挥卢德铭与未婚妻颜瑞琴
的情感故事》，获得了一等奖。
卢德铭精神表述词收到了17件
投稿，最终“德行兼备 铭记使
命”这句表述词脱颖而出，获得
了认可。

说起获奖散文的创作，诗文获
奖作者、自贡市微型小说学会会长
刘丙文介绍，这篇文章采访于1999
年底至2000年，最早发表于2000
年3月的《自贡日报》，其后在多家
媒体发表，引发了广泛关注。

“现在，我们正在策划打造
卢德铭烈士事迹的纪实文学，
谋划相关电视剧。建议相关部
门成立班子，系统地打造卢德
铭主题的红色文化。”刘丙文介
绍，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不知道
卢德铭烈士其人其事，这需要
我们投入更多力量来传播卢德
铭精神和文化。

“小区附近难找幼儿园”
“医院看病人挤人”“跳广场舞
难寻场地”……这些困扰市民
的问题，都将随着公共服务设
施的完善逐一得到解决。

成都中心城区公共服务
设施“三年攻坚”行动，将新建
公共服务设施2557处，其中
教育类 490项，医疗卫生类
215项，商业服务类245项，文
化类175项，体育类205项，社
区服务类540项，行政管理类
62项，市政设施类625项。让
成都这座宜居城市的宜居“看
得见，摸得着”。

其中，建设内容教育类包

括中学、小学、幼儿园；医疗卫
生类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卫生服务站；商业服务类包括
农贸市场等，总共是8大类18
项，涉及公共服务的方方面
面。

到2020年，城市建成区
公共服务设施总体实施率要
从61%提升至 75%以上，基
本实现主要公共服务设施供
需平衡，初步建成“15分钟公
共服务圈”。

在备受市民关注的中小
学、幼儿园的建设上，三年将
实施490所，这意味着平均每
年将实施100多所。

封面新闻主题周·自流井区

千年自流井
自贡井盐文化发源地

50年后才知卢德铭牺牲真相
未婚妻将照片珍藏枕下
自贡自流井区将策划卢德铭纪实文学，打造“红色历史名片”

/建设聚焦/
公共服务8大类18项

教育类490项、医疗卫生类215项

/科学实施/
9月至12月启动146项

重点推行社区综合体建设模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燃岸 张想玲殷航 李媛莉 制图 高翔

“当年我们采访卢德铭未婚妻
颜瑞琴，获得了许多关于他们爱情
故事不为人知的细节。”刘丙文介
绍，卢颜两人10多岁就订婚，但后
来相隔两地，无法成婚。

颜瑞琴一直没有卢德铭的音
讯，她等到30多岁时才嫁人。10
多年后丈夫去世，颜瑞琴便未再
嫁。她的心中，一直都在守候着杳
无音讯的卢德铭。

1949年，自贡和平解放。当解
放军入城时，颜瑞琴上前逐个打听
卢德铭的消息，一直绝望到不敢再
问。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中央某
部门派人到自贡寻找卢德铭烈士的

家属和未婚妻。通过颜瑞琴的侄孙
终于找到了她。此时，颜瑞琴已年
过六旬。当接过黄埔军校的集体照
时，颜瑞琴一下子就认出了卢德
铭。这时，人们才告诉她，卢德铭已
经在50年前牺牲了。等了数十年，
终于得知真相的颜瑞琴“哇”的哭出
声来。

2000年，颜瑞琴已年过八旬，
刘丙文在采访她时发现，她的枕头
下每天都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卢
德铭的单人照，一张是卢德铭在黄
埔军校的集体照。这两张照片就这
样一直陪着她，直到她抱憾去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恪生

9 月 21日，自贡市自流井
区隆重举行纪念卢德铭烈士牺
牲90周年文艺晚会。当晚，上
千名观众观看了由该区党政机
关、学校及群众自编自演的弘扬
卢德铭精神的原创红色节目。

“太感人了，没想到卢德铭
的爱情故事这么凄美，奋斗故
事这么励志，值得我们年轻一
代学习。”26岁的自流井区高
山井社区党委委员吴礼秋说。
自流井区将围绕卢德铭烈士的

“红色文化”重新打造提上日
程，加大文艺作品创作力度，修
缮卢德铭故居，打造卢德铭烈
士“红色文化”产业带，让卢德
铭精神更加深入人心。

50年后才知已牺牲 未婚妻等待了他一生

（上接01版）
在完成各项议程后，陈光

志指出，本次常委会表决通过
了《四川省环境保护条例（修
订）》等条例，条例颁布实施后，
全省各级政府要抓紧抓好贯彻
执行，切实强化有关监督管理
职能，各级人大也要做好条例
贯彻实施的监督检查。本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讨
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修正
案。全省各级人大务必提高政
治站位，依法推动人大讨论决
定重大事项工作在本地区顺利
开展；认真对照中央、省委有关
要求，根据省人大常委会讨论
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精神，制
定好本地贯彻落实的措施和办
法，并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完善
机制、积累经验，不断提升讨论
决定重大事项的法治化、民主
化和科学化水平。省人大各专
门委员会和常委会有关办事工
作机构要加强与省政府相关单
位的沟通联系和协调配合，切
实做好省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
重大事项的各项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即将召开。陈光志要
求，全省各级人大要认真组织
做好大会收听收看和会议精神
的学习贯彻工作。同时，充分
发挥人大工作的特点和优势，
恪尽职守、依法履职，努力营造
和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彦
蓉、黄新初、彭渝、刘道平、李向
志，秘书长焦伟侠和委员共64
人出席会议。

副省长叶壮，省高级人民
法院副院长熊焱，省人民检察
院代理检察长冯键；省人大常
委会副秘书长，省人大各专门
委员会成员和常委会各办事工
作机构负责人；省政府有关部
门负责人；不是省人大常委会
组成人员的市（州）人大常委会
主任，部分市（州）人大常委会
负责人；8名县级人大常委会负
责人，3名乡镇人大主席；3名
全国人大代表、15名省人大代
表列席会议。

3年新建中小学幼儿园490所
成都发放民生“大礼包”

总投资890亿，成都中心城区新建2557处公共服务设施

未来三年，龙泉驿区将投资约
170亿，开工建设324个公共服务
设施项目，完成70个以上“十五分
钟公服圈”打造，建成体育中心、图
书馆、美术馆等重大文体设施项目
5个，建成中小学30个、幼儿园39
个、农贸市场27个、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站）24个、社区用房34个、社

区养老设施10个、文化活动中心
（站）7 个、运动健身设施（场）34
个、再生资源回收站4个、公厕109
个、垃圾转运站1个。利用五年左
右时间，坚持无缝衔接、全面优化
完善全区 100 个“十五分钟公服
圈”，实现公共服务设施90%以上
的建成率。

未来3年，要建109个公厕

在公共服务设施上，新都区规
划如何？

到2020年，新都区将建设119
处公共服务设施，重点推进建设中
小学、幼儿园36处、农贸市场12处、

社区服务中心15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站）5处、文化活动中心（站）9
处，初步实现主要的基本公共服务
设施供需平衡，进一步保障和改善
民生，提高群众的生活品质感。

三年内建中小学幼儿园36处

按照15分钟基本公共服务圈
要求，郫都区年底前编制完成教育
设施、医疗卫生资源布局、文体设
施布局、社区用房、养老设施等各
类公共服务专项规划。新规划建
设犀浦梓潼社区综合体等一批社
区综合体，对石牛公园、中心绿地
公园等进行扩能改造，在小游园、
微绿地搭配文体设施，引导郫都一
中等学校文化体育等公共设施对
外开放，深入推进医联体建设，健

全分级诊疗制度，实现资源共享。
郫都区有关负责人表示，明年

计划实施 72 处，其中教育类 10
处，医疗卫生类16处，商业服务类
4处，文化类6处，体育类1处，社
区服务类15处，行政管理类3处，
市政设施类17处。2019年计划
实施 46 处。2020 年计划实施 52
处。力争到2020年城区公共配套
设施需求满足率达70%以上，初步
构建起便民生活基本公共服务圈。

新规划一批社区综合体

9月22日清晨，微雨，成都市高新区吉瑞五路一个工地里，列成一

队的挖掘机一起按响了喇叭，声音短促嘹亮。成都市中心城区

（“11+2”区域）公共服务设施“三年攻坚”行动正式启动。

“切实解决上学难、看病难，满足文化娱乐等多方面需求。”通

过攻坚行动，成都将完善中心城区服务设施，推进全域公共服务设

施均衡化布局，加快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配套设施建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启动仪式上获悉，到2020年，中

心城区新建公共服务设施2557处，总投资约890亿。其中教育类

490项，医疗卫生类215项。城市建成区公共服务设施总体实施率

要从61%提升至75%以上，初步建成“15分钟公共服务圈”。

如何推进？
要科学安排实施计划。

据悉，今年9月至12月要启
动项目146项。其中教育类
42处，幼儿园16所，小学15
所，中学11所；医疗卫生类19
处；商业服务类11处；文化类
5处；体育类6处；社区服务类
15处；社区管理类8处；市政
实施40处。

2018 年新开工 800 项，
2019年新开工883项，2020
年新开工728项。同时，还要
同步推进现有公共服务设施
扩能改造工作，增加公共服务
能力。至2021年底前全面完
成“三年攻坚”行动计划。

具体建设方式上，重点推
行社区综合体建设模式，采用

工业化建设方式，并全面应用
装配化建筑和绿色建筑标准，
提高公共服务设施建筑品质
和建设质量，高标准、高质量、
高水平推动和完成好公共服
务设施“三年攻坚”行动。

除了主会场在高新区，
“三年攻坚”行动启动仪式在
成华区、郫都区、新都区和龙
泉驿区都设置了分会场。

据悉，至2020年，高新区
实施 372 项，天府新区 227
项，锦江区 173 项，青羊区
200项，金牛区230项，武侯
区130项，成华区314项，龙
泉驿区324项，青白江区108
项，新都区119项，温江区90
项，双流区 170 项，郫都区
100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