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30 日上午，高新
区桂溪街道永安社区在
辖区开展“永安仁——暨
永安社区资源对对碰活
动”。约 150 位居民以及
12 家 商 家 组 织 参 与 活
动。

此次活动使居民们
向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

道路上跨出了坚实的一
步。永安社区将坚持党
建引领，建设“平安社区”

“文化社区”“和谐社区”
“美丽社区”“数据社区”，
努力完善服务体系，满足
居民生活需求，不断提升
居民幸福指数。
华西社区报记者 吴小红

桂溪街道永安社区
举办“社区资源对对碰活动”

从 6 月初开始，青白
江区姚渡镇卫生院在光
明村试运行“健康队长”，
得到居民一致好评。卫
生院选派出 8 名临床医
生，每位医生负责一个生
产队，为生产队每一个家
庭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和健康服务，掌握每一
个家庭的生活环境、家庭
情况、家庭成员健康情

况，为他们提供健康咨
询、安全用药指导、健康
生活方式指导、健康心理
调节、康复指导等面对面
的服务。

据悉，“健康队长”在
光明村试运行成功后，
下一步将在姚渡镇其他
5 个村和 1 个社区进行推
广。
华西社区报记者 胡晴琴

青白江区姚渡镇
“健康队长”下村庄服务零距离

从7月1日起，以熊猫文化为特
色的成都三环路熊猫绿道全环分段
开放。当天，熊猫绿道系列文化体
育宣传活动暨锦江区点位启动仪式
在“熊猫绿道海棠路节点——熊猫
露天剧场”举行。

天府绿道是成都建设美丽宜居
公园城市的一项重要工程。三环路
熊猫绿道是天府绿道中的一条，规
划总长102公里，形成5.1平方公里
的城市绿地，将成为连接成都市民
和绿色自然的重要链条。绿道的建
设，不仅仅美化了三环路的环境，更
方便了周围居民纳凉、休憩。家住
成龙路街道的居民张阿姨说：“以前
的三环给人的感觉是灰尘大、车
多。现在有了三环绿道，周边的居
民有了可以锻炼的空间。我们可以
打太极、跳广场舞。丰富了我们的
生活，让我们老有所乐。”

熊猫绿道以熊猫文化为特色，
实现文化展示、科普教育、慢行交
通、生态景观、休闲游憩、体育健身
六大功能。据了解，熊猫绿道全线
配置三级服务体系，全环按东南西
北4大主题分段建设，东段：优雅时
尚、友善公益；南段：创新创造、对外
交往；西段：古蜀文化、历史传承；北
段：生态文化、科普展示。

成都市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熊猫绿道以“熊猫+”的方式，结合
古蜀文化、民俗文化、运动、音乐等
主题，以20个一级服务站和19个景
观节点小游园为依托（现已建成14

个小游园），采用多种形式和手法打
造具有成都特色的文化品牌。提升
后的三环路熊猫绿道按照“景观化、
景区化、可进入、可参与”以及“绿满
蓉城”的规划建设理念，建成后的熊
猫绿道犹如移步换景的绿色长廊，
串联起的是望山、见水、观田、游林、
赏花的诗意图景。

熊猫绿道全环植物景观分为八
段，按春夏、夏秋、秋冬、冬春四类季
节交替呈现——春季以樱花、美人
梅和垂丝海棠为主，搭配黄花风铃
木、紫叶李、红枫；夏季以红花紫薇
和蓝花楹为主，搭配三角梅、红花木
槿、合欢、银荆树；秋季以醉芙蓉为
主，搭配桂花、黄花槐；冬季以腊梅、
茶花为主搭配茶梅。现已新增竹子
55万株，新栽乔木及花树2.53万株、

草花170万平方米。
华西社区报记者 李琪

◎社区报官方微信：华西社区报 ◎社区报官方微博：新浪微博：@华西社区报腾讯微博：@华西社区报 ◎社区报服务热线：028-86969380 ◎社区报电子版 www.wccdaily.com.cn

新闻报料热线 961112018年7月3日 星期二

社区
编辑 张学雷 版式 王晓春

6月28日，成都市首个社

区规划众创组——成华区龙潭

街道隆兴路社区规划众创组正

式挂牌，社区规划众创组的成

立将聚焦社区发展治理，携手

多元力量，共同融入居民生活

的方方面面，立足专业背景，寻

找解决社区难题之道，满足居

民首要需求。

众创组抛出议题
到会代表纷纷提想法

据了解，该社区规划众创组由
隆兴路社区居民能人代表、党员能
人代表、四川城市职业学院社区规
划设计师、成都市某社会组织社区
规划导师团共计 30 余人组成。他
们将分别负责常态化走访收集社区
居民意见建议、摸排调查居民迫切
憧憬需求、协助居民参与“绘制”社
区建设蓝图以及和谐社区生活生态
圈营造。

在社区规划众创组成立的第一
天，社区规划众创组就向大家抛出
了当天的议题——“隆兴路社区办
公区域的空间打造，你怎么看？”

“我们自己有舞蹈队，我建议
把二楼的会议室改造成多功能室，
既能社区开会，又可以让我们跳
舞”“我想在社区里面融入一些客
家文化，就算是在墙上展示都可

以，我想让客家文化可以一直传承
下去”……在近两小时的热烈讨论
后，到会代表纷纷将自己的意见贴
到了社区平面图的各个空间区域
上，大家都举手表决通过，初步形
成了隆兴路社区办公空间打造计
划。

寻求最大可利用性
打造居民活动空间

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大家提
出了“党耀隆兴”“党建展示”“居民
展览廊”等概念；在为老服务方面，
提出了“议事茶楼”“隆兴书吧”的构
想；在服务妇女、儿童方面，提出了

“姐妹工坊”“小小苗圃种植园”；在
文化建设方面，提出了融入客家文
化的“乡愁故事馆”。从这一个个富

有创意的点子上，真的印证了“高手
在民间”这句话。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的社区规划
设计师听取大家的意见与建议后表
示，他们将立足社区办公空间的实
际，寻求最大的可利用性为原则，根
据居民们反映的意见，为隆兴路社
区打造一个“居民活动空间”。

隆兴路社区党总支书记包碧红
介绍说，在开展社区发展治理工作
中，社区在专业社会组织的指导下
积极探索“陪伴参与式营造”，不断
挖掘居民参与社区规划的积极性与
能力，让他们全程参与，表达最真实
的想法与需求，在社区规划师的带
领下，共同来设计、来构建、来治理
一个能够吸引他们、留住他们的幸
福社区。

华西社区报记者 彭戎 社区供图

成都市首个社区规划众创组在成华区龙潭街道挂牌成立

融入居民生活 摸清社区难题

熊猫绿道开放扮靓市民生活

资讯

6 月 28 日，泰康保险
集团旗下专业从事健康
产业投资和管理的全资
子公司——泰康健康产
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
京成立。据了解，新成立
的泰康健康产业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作为泰康医
养业务发展的平台和载
体，将发起设立医养基
金，聚焦医疗、养老、纪念
园和健康不动产等产业
的运营管理，形成投资、
运 营 专 业 化 发 展 的 体
系。

泰康保险集团副总
裁兼泰康健康产业投资
控股首席执行官刘挺军
表示：“泰康将大力发展
商业保险，尤其是商业健
康险、商业养老保险，促
进中国养老保障体系第
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发

展。同时改革支付和服
务模式，引领服务体系和
供给侧结构的改革。”据
悉，泰康健康产业投资控
股成立了我国医养大健
康行业内首个大规模、专
业化运行的基金公司，拟
发起设立泰康健康产业
基金，首期拟募资 100 亿
元人民币，已经正式获得
中国银保监会的批准。

此外，泰康健康产业
投资控股还将拥有泰康
医疗、泰康之家、泰康纪
念园及泰康健康不动产
等专业的软硬件管理平
台，聚焦产业运营管理，
通过整合国内外优质产
业资源，组建专业化的经
营管理团队，提高项目经
营管理水平，提升项目价
值。

华西社区报记者 杨铠

泰康健投控股成立 构建大健康产业平台

6 月 29 日下午，成都
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党支部成立大会举行。
牛市口街道党工委书记
张进代表街道党工委向
成都万科物业服务有限
公 司 党 支 部 授 牌 。 当
天，万科物业、牛市口街
道及水碾河路南社区相
关 负 责 人 参 加 此 次 大
会。

成都万科物业总经
理周勇发表讲话指出，为
积极响应党加强基层组
织党建工作的号召，公司
成立成都万科物业党支

部。党支部成立后，要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充分发挥
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扎实
开展好党支部组织工作，
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
突出政治功能，把各部
门、小区建设成为宣传党
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
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
斗堡垒。
华西社区报记者 刘福燕

成都万科物业公司成立党支部

熊猫绿道熊猫雕塑。摄影 李琪

小朋友画下美丽的绿道。摄影 夏乐光

社区规划众创组挂牌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