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有人在你家小区隔壁修建
大型农贸市场，你是觉得方便，还是
有所顾虑？近日，成都长融街31号华
晨雅庭的居民就被这件事困扰——
网传小区对面的华晨酒楼将在旁边
建一个大型农贸市场，不少业主担心
存在卫生、安全隐患。对此，小区所
在虹桥社区表示，修建农贸市场是华
晨酒楼所为，而该酒楼并没有开农贸
市场的资质。目前社区已对这一行
为叫停，并将情况上报。

投诉 农贸市场建在小区旁

11月19日上午10点过，记者来
到网传规划图中农贸市场所在地
——成都长融街31号附近，该区域现
在是华晨酒楼，目前仍在营业。面对

酒楼，左边是华晨雅庭小区，右边一
墙之隔是一所幼儿园。

记者向华晨酒楼和幼儿园询问
修建农贸市场一事，双方均讳莫如
深。然而，此事早在华晨雅庭小区传
开，不少业主提出质疑。

“农贸市场离我们小区太近了。”业
主尹小姐说。华晨雅庭小区仅在长融
西三路开有一个大门，大门正对华晨酒
楼，中间隔着一条五六米宽的通道，加
上绿化带的宽度，相隔10米左右。

尹小姐认为，修建农贸市场后，
车流量、人流量增加，将带来安全隐
患。菜市场还会产生垃圾、蟑螂、老
鼠，也会有一定的卫生隐患。

除此之外，不少业主对酒楼用地
属性提出质疑。“这块地原本规划用

途是什么，确实能做商用的菜市场
吗？”尹小姐心存疑虑。

社区 酒楼私建已被叫停

华晨雅庭业主告诉记者，小区旁
边修建农贸市场，是因为不远处的东
升农贸市场要拆了，有人看到了“商
机”。该市场位于长融街和槐树店路
交叉口，距离小区 600 米左右，是附
近唯一的大型农贸市场，已于 10 月
20日启动整体拆迁工作。

记者看到，东升农贸市场商铺墙
上写着“拆”字，入口挂着“十二月底
前拆除市场”的横幅。有摊贩告诉记
者，市场拆除后，他们会搬到华晨酒
楼那边的新市场，“他们建菜市场要
招商得嘛，之前已经来通知我们了。”

针对此事，酒楼所在的虹桥社
区表示，“最近不停有居民投诉，我
们已经了解了情况。”一位工作人员
说，在小区旁边修建菜市场不是政
府行为，是华晨酒楼所为，而该酒楼
并没有开农贸市场的资质。社区已
通知酒楼停止目前开展的工作，“他
们如果要建农贸市场，肯定要有相关
审批手续。”

该工作人员还表示，社区已经把
相关情况上报给万年场街道办，街道
办已将此事上报给涉事土地权属单
位，后续事宜将由该单位处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曹菲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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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楼左边相隔不到10米就是华晨雅庭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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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丽）“定
时聊”，听民声。今年以来，成都市郫
都区安靖街道每周二、周四驻点“靖
心茶馆”，在向群众宣传纪检监察信
访举报受理范围、举报方式、办理程
序的同时，广泛收集问题线索，变被
动“受访”为上门“问访”。截至目前
已收集问题线索3条。

“随时聊”，解民忧。街道还不

定期下沉一线，通过零距离实地查
看、面对面访问群众，跟踪掌握街道
各部门、村（社区）前期收集群众意
见诉求的解决情况，着力解决群众
的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今年以
来，推动解决群众诉求 70 个，10 个
正在跟踪办理；对解决不及时、不到
位的，发出《主体责任提示单》《督办
单》《建议书》各 1 份，进一步压实整

改责任。
“主题聊”，赢民心。街道将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法律法
规宣传、廉洁文化教育作为宣传主
题，滚动开展宣传活动8次，着力提升
群众信任度、满意度，确保社会评价
工作满意度稳中有升。今年1月-11
月，街道纪工委共接收信访举报20件
次，信访形势较往年持续好转。

安靖街道推行“三聊”工作法 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

排 列 3 第 20270 期 全 国 销 售
18440158元。开奖号码：414。直选全
国中奖 8226（四川 662）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11257（四川
706）注，单注奖金346元。29511566.55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0270 期 全 国 销 售
11894270元。开奖号码：41441。一等
奖 77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429805978.2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4场进球第20064期全国销售
1030198元。开奖号码：30301202，全
国中奖38（四川1）注。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1月
18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父子二人皆为“战疫”志愿者，父亲
任利忠曾在绥芬河疫情最严重之时，一
个人坐火车去当地方舱医院支援。

父子二人皆为退役军人，儿子任
培森曾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
消防中队服役，退役后考上大学，如
今却不幸患上白血病。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报道《绥
芬河“战疫”志愿者求援：23岁儿子确
诊白血病，谁来救救他》后，11月18
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表示，这是
一对善良的父子，在疫情来临时毅然
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然而命运坎
坷，他们的善举让人心怀敬意并满怀
感动。为此，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
合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奖励任利
忠、任培森父子正能量特别奖及正能
量奖金2万元。

“战疫”父子兵
疫情暴发后去当志愿者

家住吉林省榆树市保寿镇的任
利忠，是一位热心的退役军人。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他
开始到榆树市中兴社区做志愿者。
家距离榆树市25公里，每天往返需要
1小时左右。受到封路和公共交通停
运的影响，每天早上8点，他会让朋友
开车送他或者自己打车到榆树市市
区，再步行至中兴社区。

彼时，任利忠的儿子任培森在家
里上网课，没有网课的时候，这位23
岁的小伙子也加入了志愿者活动，到
住宅小区登记询问外来人员信息、张
贴宣传海报等。

4月上旬，任利忠了解到东北边
境小城绥芬河因境外输入疫情而需
要召集志愿者，于是从榆树市坐大巴
车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再坐动车去
绥芬河支援。在绥芬河方舱医院，他
和当地的志愿者们一起搬运物资，去
各个卡点消杀、送口罩等等。

儿子突患白血病
巨额医疗费成为难题

一个月前出现咳嗽发烧症状的
任培森，11月5日被确诊为急性白血
病。

任利忠觉得天都塌了，“医院预

估的治疗费在30万元以上，这对于我
们这样的家庭来说实在太难了。”

1997年出生的任培森，现在是青
岛工学院对外经贸专业的大四学生。
高中毕业后，他选择入伍，成为了一名
消防兵。2015年，18岁的任培森在住
院期间，医院意外失火，还在手术恢
复期的他，毅然砸碎玻璃救火。

2016年，任培森退役，经过复习
参加高考，顺利考入了青岛工学院。

现在，任利忠正在想方设法筹钱
救儿子。

一对善良的父子
获阿里正能量特别奖2万元

11月18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联系上封面新闻记者，表示这是一对
心地善良的父子，在疫情来临时毅然
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然而命运坎
坷，他们的善举让人心怀敬意并满怀
感动。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封面
新闻、华西都市报，奖励任利忠、任培
森父子正能量特别奖及正能量奖金2
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谢燃岸实习生 杨霁月

吉林“战疫”父子兵 获2万元特别奖励

小区隔壁酒楼私建农贸市场
成都虹桥社区：已叫停并将情况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