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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以来，成都市成华区新鸿社
区“守望新鸿”社区信息系统、青龙街道
豫府新街坊“青龙街坊·家空间”社区发
展治理服务、“文韵昭青”社区全域服务
系统微信程序相继上线运行，至此成华
区以智慧治理为路径，在社区治理、社区
服务、社区发展三大领域实践大数据应
用全面驶上快车道。

4月初，成华区委政法委、区社治委
出台《成华区智慧社区建设三年实施方
案》，并召开全区现场会推广应用“青龙
街坊·家空间”“守望新鸿”智慧社区的两
大系统平台，打造“邻里指尖”智慧共同
体，提升基层治理和服务能力。这标志
着成华区走在了全国老旧社区现代化和
智慧社区建设的前列。

传统社区治理难以承担现代城市治
理重任，智慧化建设成为必由之路。
2017年以来，成华区创新智慧社区购买
服务EPC闭环打造模式，与电子科技大
学、西华大学、重庆大学、长虹集团、中
国电信成都分公司等合作，在中国社会
治理研究会、成都市大数据中心指导
下，以打造“邻里指尖”智慧共同体为目
标，先后推出“守望新鸿”“青龙街坊·家
空间”两大智慧社区范式，目前正加快
构建“一个智慧港”融合、“三个云平台”

支撑、“三个运行机制”助力、“一张电子
地图”集成的智慧社区（街区）建设和老
旧社区现代化的系统架构，不断提升城
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法治化
水平。该智慧化EPC闭环打造模式在
全国尚属首创，得到中国社会治理研究
会、民政部基层政权司，成华区于2018

年9月作为全国唯一的“老旧社区现代
化试点单位”在中国社区治理论坛上进
行交流经验，主要成果编入新华社《内
参选编》和中国社会出版社《中国老旧
社区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专著。

“我们正结合‘平安社区’百日攻坚
行动在推广这两个智慧社区的范式，不

断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成华区
委政法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按照政府引
导、社会参与、共建共享的原则，“守望新
鸿”“青龙街坊·家空间”的基础功能应用软
件系统将免费或低偿提供给其他街道、社
区和有关部门，而各社区（街区）只购监控、
人脸识别等买必要的硬件设施设备（如社
区有应用系统或其他公司开发的平台，只
考虑兼容性）。这样不仅可大大降低成本、
落实全区要求的规范标准，而且还进一步
降智慧社区（街区）的资源整合、提升系
统平台的自我造血能力，真正让智慧社
区（街区）这种“奢侈品”飞入寻常百姓
家，变为“低价优质品”。

让“奢侈品”飞入寻常百姓家变“低价优质品”
成华区创EPC闭环打造机制打造“邻里指尖”智慧共同体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曾业）4
月 10日，达州某公司收到了一封
特殊的来信：“通过五年努力，通川
区建立和完善了多项行政审批制
度和服务措施，对多项投资建设审
批流程进行了优化，通川欢迎您们
投资兴业，也更需要您们发展壮
大。”公司负责人表示收到这封信
后感觉心里更有底气了，“现在各
级政府积极主动为我们企业排忧
解难，感觉我们来通川来对了。”

“现在工作人员的态度还是
好，就是很多业务还不能网上办
理，排队时间长。”当天中午12点
半，王玲就带着一摞资料等在政务
中心门口，为了排队她只好买了点
饼干当作午饭。这一问题，被区纪
委工作人员记录下来。通川区正
在开展“征集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
十件事”活动，而征集企业意见，只
是其中很小一部分。

目前，通川区正由“治软办”牵
头，在民营企业、招商企业等领域
内开展“企业最不满意的十件事”
活动。“企业办事难”、“企业人才的
培养和引进”、“部门存在重复安全
检查”、“中小企业成长困难”等影
响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都将被列
入整治清单。

“就通川而言，我们的硬环境
与发达地区相比还有不小差距，要
想在激烈的区域经济竞争中实现
突围，就必须在软环境建设上花更
大的力气、下更大的功夫。”通川区
治软办围绕全区重点建设项目软
环境专题，分赴全区17个项目指
挥部和工业集中区，对50余个在
建项目进行了集中调研，召开企业
集体座谈会10余次，与项目业主
等相关人员进行个别谈话达40余
人次，发放意见表80余份，收集问
题50余条，建议30余条。

整治“企业最不满意的十件
事”开始后，一些企业在政企交往
中，已明显体会和感受到公职人员
在责任担当、服务意识、办事效率
等方面的变化。他们表示，在通川
投资创业信心更足、决心更大。接
下来，通川区将以纪委监委、治软
办的督办函、提醒函等形式，以“发
点球”的方式向相关责任单位开出
清单，责令限期整改。

达州市通川区着力整顿

“企业最不满意
的十件事”

“0元体验”消费时被
要求加收50元
成都某浴足店被查

说好0元体验，到店里消费时，
却被要求加收50元服务费，成都的
王先生很是郁闷：这还叫“0元体
验”吗？

日前，王先生在大众点评网抢
了一张“××足道”的0元“霸王餐”
体验券，商家却告知要加收50元服
务费，给出的原因是“图开门大吉”。

“这样的促销活动，明显就是欺
诈。”随后，王先生向浴足店所在的
新都区市场监管局进行了投诉举
报。

该局接到市民举报后立即开展
立案调查。经初步调查，当事人

“××足道”在其网络经营载体中，
利用文字、图片等对所售服务的价
格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涉嫌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八条第一款。目前，此案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

家装行业陷阱多？
这份“避雷”指南

请收好

根据近些年家装行业投诉反映
的热点，近日，成都青白江区市场监
管局发布了家装消费提示。装修
前，先对照着看看。

一、选择正规的家装公司。即
有营业执照和家装资质证书，并有
专门施工队伍，知名度、信誉度高的
家装公司。

二、不要找“马路游击队”装
修。装修工程一旦出现问题，消费
者将无处申诉，甚至涉及生命和财
产安全。

三、注意区分“定金”和“订金”，
特别警惕“定金一律不退”之类的条
款。

四、签订正规的装修合同。将
装修的质量标准，建材的规格、质
量、价格，付款方式、施工期限等逐
一填写清楚，并明确违约责任及相
应的责权利。

五、要与装修公司签订工程保
修协议书，建议保修期限至少24个
月。

4月15日，《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
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GB

17761-2018）正式实施。最高时速25
公里、电机功率400W、整车质量55公
斤……新标准对这些关键技术指标进行
了科学调整并强制执行。

省交警总队称，新标准实施后，公安
交管部门将严查电动自行车无牌上路、
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

如何判断是否符合新标？
4月15日，省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对

电动自行车相关热点问题进行了解读。
“大家可以检查产品是否标注3C标

志”，据交警介绍，“符合标准的电动自行
车必须通过CCC认证（电动自行车强制
性产品认证）”；此外，也可以查验车辆是

否符合最高时速 25 公里、电机功率
400W、整车质量55公斤、具有脚踏骑行
功能等规范要求，以此进行判断。

“超标车”何去何从？
2019年4月15日之前购买，不符合

新标准却已经注册登记电动自行车号牌
的，不需要换牌和重新领牌，目前可以继
续正常使用。至于还能开多久，最终以
官方发布的管理办法为准。

2019年4月15日之前购买，未及时
注册登记的不符合新标准的电动自行
车，可以在2019年10月15日前办理注
册登记。10月15日（含）以后，将不再为
未获CCC认证、不符合新标准要求的电
动自行车登记上牌。交警提醒还没有注
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车主，请抓紧时间

及时办理。

“二手车”能上牌吗？
购买的车辆属于“二手电动自行

车”，发票合格证等相关资料不齐全，能
不能上牌呢？

记者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获知，按
照新标准，各市（州）公安交管部门将严
格按照新标准认真查验脚踏功能、外形
尺寸、整车质量以及CCC认证证书、销
售发票、销售单位和销售时间等信息，对
符合新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核发绿底白字
白边线号牌。相关资料不齐全或不符合
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将不予注册登记。

交警提醒：为了保障自己及他人的
生命财产安全，请到正规销售场所购买
使用符合新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以及相

关保险产品；驾驶或乘坐电动自行车出
行时，要佩戴安全头盔。

如何进行注册登记？
目前，省内各市（州）公安交管部门

和电动自行车登记点，均可办理相关业
务，详细地址及办理时间可通过当地交
管部门进行查询。

需要注意的是，必须由电动自行车
所有人携带本人身份证明、需要办理业
务的车辆、车辆相关资料和凭证等到现
场进行办理。简单来说，就是人、车、资
料缺一不可。

截至4月15日，我省已注册登记的
电动自行车约700万辆。

李轶寒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吴柳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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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住宅加装电梯
可提公积金

《成都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完成修订将于9月1日起执行

电动自行车新国标正式实施
“超标车”无法上牌 上路将被严查

今年9月1日起，成都市民可以用公积金来为住宅增设电梯了。4月15日，
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宣布，《成都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提取办法》）完成修订，将于9月1日起正式执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雅儒

制图 杨仕成

守望新鸿系统图示

全国第一个区域化融合的“一
港三云”社区智慧港底层云平台

提取范围：既有住宅增
设电梯可提公积金

《提取办法》对公积金的提取范围
进行了调整。其中备受关注的是新增
了“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提取。

为住宅增设电梯申请公积金提取
的条件有哪些？据了解，申请条件需
要满足两条：1、职工出资为本市行政
区域内拥有所有权的既有住宅增设电
梯；2、职工及其配偶申请业务当年未
办理其他住房消费类提取业务。申请
时间为加装电梯竣工验收后两年内申
请提取一次。提取额度则不超过加装
电梯实际出资金额且不超过业务申请
时职工及其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上月
余额之和。

此外，《提取办法》还取消了部分
提取业务，包括“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
未再就业，男性已满50周岁、女性已
满45周岁，且家庭生活困难的申请提
取住房公积金业务”、“农村户籍职工
离职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两种。

住房消费：购买异地住
房可提取

新规实施后，部分提取业务申请
条件则有所放松。例如，《提取办法》
将购买异地住房、再交易住房等部分
提取业务申请时间统一调整为购房行
为发生之日起或取得相关证明材料5
年内申请。

同时，职工及其配偶在成都市行
政区域内无自住住房，在四川省行政
区域内购买商品住房及再交易住房
的，可以申请办理该套住房的购房提
取业务，业务办理时职工及其配偶无
需提供户籍证明或工作地证明。职工
及其配偶在成都市行政区域内无房且
租房自住，未办理租房备案登记的，仍
可按照规定额度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

支付房租。
但9月开始，在购买拆迁安置房

时，职工提取的公积金金额不仅不得
超过申请时上月职工个人和配偶住房
公积金账户余额，还不得超过实际已
支付购房款（不含按揭贷款金额）”。

资料精简：四种业务办
理资料不再需要

9月开始，办理公积金提取业务需
要提供的资料也有所精简。包括：一、
办理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申请提取住房
公积金不再提供房屋抵押合同；二、办
理建造、翻建自住住房申请提取住房
公积金不再提供国土部门出具的建
造、翻建批准文件；三、本人或配偶、父
母、子女发生重大疾病申请提取住房
公积金不再提供家庭生活严重困难证
明；四、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两年仍未
就业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非本市户
籍职工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申请提取
住房公积金不再提供单位终止劳动关
系证明。

公积金租房：多人承租
一套房一年最多可提3.2万

作为相关配套政策，4月15日成
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同时还发布
了《关于调整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支
付房屋租赁费用提取限额的通知》，
同样于9月1日起执行。《通知》主要
对成都市租房提取限额进行了三大
调整。

一是租赁合同已登记备案的年度
提取限额未作调整，但明确了月度租
房提取限额。具体而言，租住住房位
于成都高新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
区、武侯区、成华区的，每月提取金额
不超过1340元。租住住房位于成都
天府新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新都

区、温江区、双流区、郫都区、新津县
的，职工每月提取金额不超过 1000
元。租住住房位于简阳市、都江堰市、
彭州市、邛崃市、崇州市、金堂县、大邑
县、蒲江县的，职工每月提取金额不超
过800元。

二是根据《成都住房公积金提取
管理办法》新的租房提取方式，租赁合

同未登记备案的，每年累计提取金额
不超过8400元，职工及其配偶每年累
计提取金额不超过1.68万元。

三是增加了多人承租同一套住房
年度提取限额。在一个自然年度内，
该套住房累计租赁提取总额不超过
3.2万元。年度是指当年的1月1日至
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