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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2 日中午，双
楠街道综合指挥中心的
门口有许多围观群众。“这个钻石最大的
戒指价值20多万元，这么快就找到，太感
谢了！”江苏来蓉旅游的倪女士，拿着自己
失而复得的戒指，对综合执法队队员们感
激不已。

倪女士是江苏人，利用假期来成都游
玩，当天早上7点过，准备出门时发现自己
装戒指的黑色香囊不见了。这可把她急
坏了，把行李翻了个底朝天怎么也找不
见。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来到就近的双
楠派出所报了案。

当天上午8点，双楠街道综合执法队
队员李旭、杨美和往常一样在罗马假日广
场巡查。李旭在路边看到一个黑色香囊，
他停下电瓶车把它捡了起来继续巡查。

“早上事情特别多，捡起来之后没来得及
看，还有几件事等着要处理。”李旭介绍。
当他和同事又处理了三个出摊占道的情
况，才停下来看看。当他打开刚捡的黑色
香囊后发现里面有三枚镶嵌有宝石的戒
指，两人立即将此事报告了中队长，中队
将此事报告了双楠派出所。

当天中午，派出所通知失主倪女士来
到双楠街道综合指挥中心，首饰物归原
主。“中队长一直教育我们，在街上捡到东
西要上交。别说这是20万，就是100万也
会交。”李旭说。

华西社区报记者 沈悦摄影报道

位于锦江区督院街

街道的新开街，是成都知

名的“花鸟鱼虫”一条

街。因街道两旁商家以

经营花鸟、观赏鱼类为

主，成为了市中心一道独

特的风景。但是近年来，

由于一些商家经营占道、

乱排污水等，造成这条背

街小巷环境“脏乱差”、常

常交通堵塞等问题。

从去年6月至今，督

院街街道对新开街展开

整改行动，如今这里已

经大变样了！店铺外

观、街道经过统一规划，

干净、美观又古香古色，

墙面上还绘着活泼可爱

的大熊猫，为老街增添

了色彩。

■曾经
老街“脏乱差”煞风景

新开街始建于清光绪20
年（1894 年），连接青石桥南
街至盐道街，街长 300 米，具
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承
载着老成都的记忆。街道两
旁商家以经营花鸟、观赏鱼
类、精品磁器为主要业态。
这里也是大家记忆中的“青

石桥花鸟市场”，近年来，商
家传统的店铺销售模式，已
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的需求，
经营活力逐年下降，市场逐
步萎缩，加之道旁店家污水
直排路面，空气中常弥漫着
鱼腥味，商家经营占道严重，
造 成 了 新 开 街 环 境“ 脏 乱
差”、交通“肠梗阻”的问题。

督院街街道为加强城市
管理，打造宜商宜居环境，对
这条街进行了大力整治，行政
管理加上居民自治，改善商家
经营环境，给市民打造出一条
适合休闲、购物、赏景的特色
街。“我们的设计方案经过20
余次修改，后组织人力对新开
街5栋老旧建筑进行了立面
整治，并规范了底层商业网点
的店招，对道路进行了路面白
加黑及慢行系统建设，按海绵
城市要求对道路进行了提升
整治。这样一来，这条街的整
个外观变得很整齐，市民也觉
得赏心悦目。”督院街街道办
事处城管科负责人介绍说。

■如今
商居自治解难题

此次背街小巷整改中，
只有街道主导、管理是不够
的 ，居 民 自 治 才 是 长 久 之
计。在街道指导下，由青石
桥花鸟协会牵头，商家及居
民参与，并拟制新开街协会
自治文明公约，引导商家树
立“社区是我家，共建靠大
家”的意识。针对街道实际
及日常管理难点，设立了街
长制。通过动员热心居民、
商 家 力 量 ，将 城 市 管 理 的

“眼”和“手”向居民院落、小
区延伸同时，引导居民发现
临街商家、店铺日常管理方
面的问题和不足，主动劝导，
并协助城管执法中队处理。

“花鸟协会的商家们还
是比较自律，政府花了大力
气才把这条街打造好，商家
们应该好好珍惜，我们平时
会起到沟通和监督作用，让
新开街的商家更规范运营。

现在，你基本看不到这条街
的路面上有污水，而且出摊
占道现象也少了。”花鸟协会
副会长说道。

新开街的商家也在特色
街区打造中受益，花店老板
彭先生说：“我的店铺从店
招、墙面、阶梯的装修都是政
府打造的，相信随着这里环
境的改善、特色的凸显，会有
更多人前来购买花鸟虫鱼。”

据了解，新开街特色街区
的硬件已基本完成，目前正在
完善商家文明公约，未来会在
这条街的细节上加以修饰，营
造出更浓的成都文化氛围，充
分体现历史文化氛围，深度挖
掘“濯锦之江”的优秀文化内
核，系统梳理街巷肌理和历史
文脉，以区域特色文化为主
线，突显新开街的“雅”，精心
打造都市快节奏与休闲慢生
活、优雅从容与前卫时尚和谐
相融的特色街区。

华西社区报记者刘福燕
摄影报道

8 月 15 日，金牛区人大
代表来到茶店子街道，听取
居民代表们的意见。当天上
午，人大代表们与居民们面
对面展开讨论，共提交了100
多条意见；下午，人大代表又
下到院落查看反应情况，并
在记录后立即上报，受到居
民一致好评。街道计划接下
来每个月举办一次该活动，
让居民的意见能得到及时反
馈。

面对面更好解决问题
“人大代表是由市民选

举产生的，为民服务、为民
所想，我们遇到的问题，就
是他们想要听到的问题。”
居民代表说道。8 月 15 日
一大早，茶店子街道各个选
区便坐满了居民代表。残
疾人保障、劳动就业保障、
涉军登记补助、院落民生问
题……问题不论大小，人大
代表们都认真聆听。“以前
在街道办事处设立一个人

大代表听取意见站，没有今
天这么多的居民反映情况，
这说明此次行动更受老百
姓欢迎。”街道党工委书记
江九莉说道。

老百姓反映的问题形
式多样，严重程度不一，有
些街道、社区能够解决的就
直接找到工作人员反映，而
遇到街道与社区的权利和
职能不能干预的情况，老百
姓 就 不 知 道 去 哪 里 提 议
了。“向人大代表提议，正是
反映群众问题的一条绿色

通道，通过人大代表提议，
就省略了层层报送的繁琐
步骤，反应快、解决也快。”
金牛区人大街工委主任胡
秀建说。

面对面交流，节省了时
间又提高了效率，一上午，
街道统计共收到 100 多条居
民意见。“这样的方式很好
啊，能够近距离地和人大代
表谈心，而且是在自己居住
的院落里，就像摆龙门阵一
样，很踏实。”居民代表罗大
爷说。

下院落听民意常态化
当天下午，区人大代表

们通过筛选问题，在辖区各
个院落进行走访。“了解了居
民反映的问题，就要实地考
察，确认情况是否属实。”胡
秀建说，人大代表在院落中
不仅能够发挥听取建议的作
用，在宣传法律法规上也发
挥了不小作用。居民发现有
些问题，可能因为对法律知
识不了解，不知道正确的上
报途径，通过人大代表宣传
法律知识，可有效提高居民
法律意识，文明维护自身权
益，保障社会和谐。

在此次活动尾声时，胡
秀建强调：“这次是第一次开
展下院落，居民反映良好，收
集了很多中肯的意见。此后，
每个月第二周周三，我们人大
代表都要开展下院落听民声
行动，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切
实让老百姓有获得感。”

华西社区报记者 张今驰
摄影报道

锦江区新开街整治初见成效，店招统一美观，街道整洁靓丽

颜值打卡地变样“花鸟鱼虫”街升级

人大代表下院落 面对面听取居民意见
生命文化大讲堂倡导文明治丧

8月5日，由武侯区民政局、晋阳街道
办事处主办，成都心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承办的“尊重生命才能理解生命”生命文
化大讲堂暨惠民殡葬政策宣传走进武侯
区晋阳路千盛广场。成都心悦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活动是为
了帮助市民认识生命文化，了解和认识生
命过程，让居民知晓惠民殡葬补贴政策，
同时加强文明治丧行为倡导。此外，活动
还通过生命文化价值展板展示和互动交
流留言板块，传播生命文化，倡导社会公
众参与，感悟生命真谛。

华西社区报记者 沈悦 摄影报道

综治队员拾金不昧
20多万钻戒物归原主

街道整洁、靓丽。 彩绘、花卉扮靓街道。

老成都市井文化上墙。

区人大代表与居民们讨论问题。

综治队员李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