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梳理了征集的56件
民生事件发现，这些民生事
件非常接地气，生动体现在
社区中。它们涵盖了衣食住
行、安居乐业等与老百姓生
活密切相关的各个领域。

例如，府南街道在老旧
城区改造上狠下功夫。双清
中路40号修建于1999年，硬
件设施老化，小区自来水管
破损严重，造成公共区域严
重漏水、破管、爆管等问题，
严重影响小区居民的正常用
水。在工作人员和辖区党员
以及热心居民的共同努力
下，终于完成“一户一表”安
装。

政府的民生服务不仅能
切实解决问题，也下沉到社
区，来到居民身边。以前，办
护照或居住证之类的证件只
能到政务服务中心，办理车
驾管业务只能到交管所，对
于上班族来说是一件麻烦

事。现在，青羊区公安分局
13个派出所“一站式”服务办
证点正式运行，服务范围覆
盖五大类31项，包括户政、车
驾管、出入境、治安、证明等，
市民办业务更方便快捷。市
民们纷纷表示，政务服务下
沉，“一站式”服务举措让大
家在家附近就能办理各种证
件，真正解决了服务居民最
后一公里问题。

除了线下的民生事件，
还有线上的民生事件报
名。一个电话搞定咨询、投
诉、建议，这种暖心服务今
年已经在青羊区推行。青
羊区法制政管办推出青羊
政务一号通，整合了全区
116个非应急事务的公开电
话服务，实行“7×24小时”
全时服务和“一号受理、信
息共享、综合服务、多级联
动、限时办结”的诉求快速响
应机制。

和往年不同，今年的发
现青羊十大最暖人心民生事
件首次以“美丽社区 同创共
享”为主题。据青羊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随着社区治理
在青羊区的深度推进，民生
事件评选已经深入人心，彰
显了青羊深厚的民生情怀。

“从第一届活动举办至
今，青羊区各个民生部门每
年都参与活动评选，从未缺
席。”青羊区相关负责人说，
民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社区治理。人通过社区这一
细胞，与城市相融。在青羊

区探索社区治理的新路子的
过程中，也需要各个民生部
门共同参与发力。

据悉，从2013年11月至
今，青羊区已经成功举办了4
届十大最暖人心民生事件评
选，目前正在举办第5届。其
中，前4届评选共征集到了5
百余件民生事件。该负责人
表示，经过了5年的探索与实
践，民生事件的影响力早已
超出一场活动、一场比选的
范畴，已然成为岁末年初全
区民生社会事业接受群众监
督和评价的重要平台。

●56件民生事件
下沉到社区

涉及教育、养老、就业等方面

●多部门参与
5年探索实践

深度彰显民生情怀

在青羊区太升街道恒大中
心附近有6万多名白领，中午
吃啥？去哪里吃？这曾是困扰
白领们的大问题。为服务辖区
企业，太升街道主动上门服务，
进行了前期摸底调查，打造了
专属员工的“白领食堂”，为辖
区2000名公司白领员工提供
用餐服务。“白领食堂”是“发现
2017青羊十大最暖人心民生
事件”评选活动征集的事件之
一。

民生无小事，温暖在细
节。12月13日，记者从青羊区
获悉，“美丽社区 同创共享
——发现2017青羊十大最暖
人心民生事件”的评选活动正
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征集到了
56件民生事件。报名的事件
个个都有猛料，更有温度。他
们之中，哪些人与事最能打动
人心，角逐今年的“十大”桂
冠？经过层层评选，答案将在
将在明年2月最终揭晓。

时至年末，56件民生事件
的涌现，事实上是青羊区社区
治理推进的结果。从社区小切
口出发，让老百姓的生活越来
越好。

根据《青羊区社区发展治
理“五大行动”三年计划》，青羊
区努力用3年时间，切实解决
一批与群众生产生活及城市品
质提升密切相关的具体问题，
全力实施好老旧城区改造、背
街小巷整治、特色街区创建、社
区服务提升、平安社区创建五
大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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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社区同创共享——
发现2017青羊十大最暖人心民生事件”启动评选

落实“中优”部署 青羊区社区发展治理已现成效

56件民生事件的涌现，事实
上是青羊区社区治理推进的结
果。近年来，青羊区一直在探索
社区发展治理，并已经初见成效。

今年11月，青羊区召开全区
社区发展治理大会。据介绍，近
几年来，青羊区的社区发展治理
与城市化进程同步推进，社区面
貌明显改善，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不断增加。2015年以来
先后投入两千多万元用于社区道
路、绿化和文体设施等建设改造，
79个社区中用房超过500平方米
的有41个。社区公共服务实现全
覆盖，物业、家政、养老等便民服
务发展迅速，民生服务显著改
善。居民议事会得到广泛建立，
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评得
到全面推行，居民自治水平不断
提高。

近年来，在各民生部门的共
同努力下，青羊区先后成功创建

“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
“全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
点示范区”“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
范地区”“全国养老服务示范单
位”，正在推进“全国社区治理和
服务创新试验区”建设工作。

未来，青羊区为社区治理绘
制了一张怎样的蓝图？青羊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落实“中优”部署，
青羊区将用3到5年时间，以

“121”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
为核心，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领
导、基层政府主导的“一核多元、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发展治理
体系，开创青羊区社区发展治理
新局面，努力为全市社区发展治
理探索具有青羊特色的实践经
验。

评论“十大”
有机会获

“优秀建言奖”
一个个平凡的小人物，一件

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举措，都能温
暖人心。

56件民生事件中，哪些能拔
得头筹，冲刺今年的十大最暖心
民生事件桂冠？目前活动已经
进入了投票环节，答案将于明年
2月揭晓。

据悉，此次活动将分为初
选、投票和评审三个阶段。在征
集事件的初选阶段结束之后，活
动将于12月中旬进入投票阶段，
投票结束后，2018年2月初，主办
方将根据票数选出15件候选事
件进入最终的现场评审，并对最
终获奖的“美丽社区 同创共享
——2017 青羊十大最暖人心民
生事件”颁发奖牌和证书。

值得关注的是，在投票阶
段，活动方将开通评论、建言功
能。市民们可积极关注并支持
评论您心中的最暖心事件，活动
方将评选出15至20名“优秀建言
奖”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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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民生优先
青羊区财政
投入力度大
民生改善的背后，是“真金

白银”的持续投入。
回顾2017年青羊区政府工

作报告，过去5年，青羊区始终坚
持民生优先，持续加大民生投
入，努力增进民生福祉，民生支
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5%以
上。据介绍，2017年，民生依然
是青羊区的重点，民生投入持续
走高。

●落实“中优”部署
社区面貌明显改善
发展治理已现成效

青羊区草堂路社区举办特色亲子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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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四川

广告公司喷绘气味刺鼻
环保厅长被拦门外
蛛丝马迹戳破停产谎言

成都，万家湾一组，机九路
154号大门紧闭，省环保厅厅长于
会文被拦在大门外。

站在门口，类似油漆的刺鼻
味道十分浓烈，经验丰富的执法
人员当即判断，这就是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VOC）的味道，对人体
健康有巨大影响。“开门，开门，环
保检查。”一遍遍敲门，厂内没有
回应，执法人员站在门口的自行
车上，踮起脚用力朝内看，厂内二
楼房间的灯光，悄然熄灭。

因为执法权限，环保检查中，
环境执法人员被挡在门外的情况
并不少见。对于有的安装了排污
装置却不使用的企业，几分钟的
时间，足够他们将装置打开，使监
测结果正常。

十分钟后，街道办事处的负责

人来到现场，城管工作人员将铁门
撬开，环境执法人员终于进入。

行走大约十米后，两座小平
房之间，有个不大的露天坝子。
刺鼻的味道也越来越强烈，让人
睁不开眼睛。进入一楼房间，4台
宽幅彩色喷绘机被塑料布裹得严
严实实，墙角处，堆放着一摞摞的
喷绘海报。

这是一家广告公司，负责人
穿着家居服从楼上下来，“我们早
就停产了，你们干嘛呀。”

“停产了还会有这么强烈的味
道？”于会文径直进入厂房，将塑料
布拉开，伸手一摸，“这么冷的天，
你这机器还烫手，这是停产了？”

另一边，四川省环境监察执
法局副局长李德俊找到这家公司
的账目表，上面显示，到12月6日，
企业还接了两个广告喷绘的订
单，分别是360平方米和126平方
米的广告布。

“好家伙，这面积都相当于一

栋小别墅了。”执法人员环视厂房，
仅有两个排气扇，油墨废气经排风
扇收集后直接通过排气筒排放。

蛛丝马迹戳破谎言，大冬天，
企业的负责人出了一头汗。

“领导，实在没办法，我们也
要生活呀。”

“没有让你不生活，更没有要
你不生产，只是你要按照规定，安
装治污设备，合法生产。”于会文
有点生气，“你这样做，对别的人
多不公平，别的企业花大价钱安
装设备，雾霾天错峰生产。现在
所有人都在为了空气努力，你就
这样直接把废气排放，让多少人
的付出白费了。”

建材公司厂房粉尘漫天

戴着防毒面具生产
小作坊内粉尘堆积没过鞋面

一街之隔，生锈的铁门内，机
器轰鸣，生产的夜晚，如火如荼。

与其说这是一家塑料管道生

产企业，不如说是最粗糙的生产
作坊。堆积满地的聚氯乙烯，是
比细沙还微小的白色颗粒，其中
加入增塑剂、稳定剂、填料等改善
性能后，就能制成聚氯乙烯塑料，
然后再加工成管道。

整个过程，没有任何排污处
理设备。

漫天粉尘肉眼可见，地上浅
浅堆起一层沉积，生产线正在生
产，9位工人戴着口罩或者防毒面
具，身上落满白色粉尘，已经难以
辨认出衣服本身的颜色。而另一
边的库房内，满满当当的塑料管
道被一层层摞好。

统计下来，厂里拌料车间5台
设备无收尘设施，塑胶建材生产
车间2条生产线无废气收集处理
设施，且拌料车间和塑胶建材生
产车间均未密闭，无组织排放现
象严重。

“我们是今天才生产的，之前都
停产了。”在车间，工作人员梗着脖子
争辩。可是，拿出两大本工人考勤记
录，一页页翻下来，他不做声了。

考勤记录显示，这家厂从
2016年10月就一直在生产，除
2017年春节停工几天外，剩下的
日子，都是负荷运转。今年有几
个月，集中在每天凌晨三点到6点
开工，以躲避检查。最近的记录
是在12月12日，凌晨开工。

“这样工作，你不觉得不舒服
吗？”听到疑问，戴着防毒面具的
工作人员摆摆手，有点茫然，“啥
不舒服？”说话间，身上的白色粉
尘纷纷扬扬落下。

“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对工
人的身体损伤太大，很容易得尘
肺病。”省环境监察执法局局长雷
毅有点沉重，在此次强化督查中，
在全省其他的城市，这样的生产
小作坊时有发现。

有的企业，门口就张贴着网
格员相关信息，但里面没有建设
任何废气处理设施，切割和打磨
过程中产生的粉尘直接排放。还
有的小型塑料加工作坊，死灰复
燃，在之前“两断三清”不彻底的
情况下继续生产。

“但是这家企业的情况确实比
较严重。”走出厂房，短短几分钟
内，督查组成员们的头发都白了，
那是落在身上的粉尘，除了立即停
产，接下来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对于夜查而言，在一个地方
查处一例就尚属难得，因为往往，
被查处的一个，会惊动潜藏在周
围的一片。

责令整改
三日内要求整改到位

就在塑料管道厂门口，于会
文确认表态，“辖区内相关各方3
日内整改到位。”兵贵神速，当晚
10时，这几家被暗访企业所在地
区政府相关部门立即开展联合执
法，依法对该企业的违规生产行
为进行查处，当日23时，第一时间
启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程
序，苏坡桥派出所对现场负责人
等6名涉事人员依法传唤，对区内
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启动追责
问责程序。

整体上看，截至目前，在成都
平原地区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强
化督查中，现场督查组对照7项重
点工作任务清单，共对4717个点
位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其中
3096个点位存在环境问题，涉及
环境问题4871个。

“不整改到位绝不松手，要以
零容忍的态度持续加压加码，强
化环境执法。”在赶往下一个点位
的路上，于会文掷地有声道。

四川省环保厅厅长于会文
觉得，他不会是第一个被偷产企
业拦在门外的环保厅长，也不会
是最后一个。

12月13日晚，于会文带队
开展今冬明春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暗访督查，在一家涉嫌将污
染气体直排的企业外，他等待
了十多分钟。进入厂区后，面
对负责人的狡辩，他直言，“这
么冷的天，你这机器还烫手，这
是停产了？”

出其不意，是环保暗访督
查的一个特点。除了通过奥维
地图、蛙鸣系统定位“散乱污”
企业外，看见有企业排气、排
水，都能成为督查队伍“刹”一脚
的理由。当晚，暗访人员查出两
家”散乱污”工厂，存在着偷排漏
排乱排现象。在现场，于会文责
令辖区内相关各方3日内整改
到位。

从全省来看，2017年11月
启动成都平原地区秋冬季大气
污染防治强化督查。17个现场
督查组分赴17个市开展了强化
督查工作，其中对位于成都平原
地区的成都市、德阳市等8市已
经实现县（市、区）全覆盖。

暗访督查偷产“小散乱污”企业

环保厅长带队

突击夜查
“这么冷的天，你这机器还烫手，这是停产了？”

/全省专项行动/
今年11月开始，我省启动了

为期四个月的大气污染防治强
化督查专项行动。13日晚，省环
保厅厅长于会文带队，采取“不
打招呼、不发通知、直奔现场”的
形式，对成都周边多个点位进行
了暗访。

/为何进行夜查/
于会文说，之所以选择突击

夜查，是为防治“散乱污”企业死
灰复燃，确保今年冬天成都的蓝
天更多，雾霾更少。

于会文在偷产企业发现，工人戴着口罩深夜开工。

通过考勤记录发现偷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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