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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桂路街道
“攀成钢影像展”回顾历史

9 月 15 日至 21 日，锦江区双桂
路街道办事处举办的《火树银花日
日红·攀成钢影像展》亮相中粮·鸿
云悦街。

珍贵的老照片、老影像和文献
资料带观众进入时光隧道，重新经
历和见证半个世纪以来，从成都无
缝钢管厂建厂到东调大规模拆迁的
重大转折，以及时至今日国际社区
面貌的各阶段变化。

影像展以时间节点顺序，分为
“钢花飞溅献青春”（1958年起）、“锦
官城东开乾坤”（2006年起）、“攀成钢
区展新貌”（2009年起）三个独立展示
单元。据了解，双桂路街道举办此次
摄影展，是为了给原住居民和新入住
的居民普及街道、社区的历史，让大
家了解居住社区的历史底蕴，增强对
社区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华西社区报记者 刘福燕 街道供图

@丽都花园社区
“为侨法律服务之家”成立

9 月 19 日上午 10 点，由武侯区
司法局主办，红牌楼街道党工委、红
牌楼街道办事处、丽都花园社区联
合承办的武侯区红牌楼街道丽都花
园社区“为侨法律服务之家”启动仪
式正式举行。在武侯区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陈智，武侯区司法局党组
书记、局长刘军远，武侯区红牌楼街
道党工委书记周长玖、成都市外侨
办侨政服务处处长廖晓红等各级领
导、嘉宾、辖区侨属及居民代表的见
证下，丽都花园社区“为侨法律服务
之家”社区法律服务站正式启动。

一直以来，丽都花园社区坚持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原则，牢记
“为侨服务、凝聚侨心”的初心，主动
作为，努力把社区侨务工作同创新社
会管理紧密结合起来，在凝聚侨心、
创新机制、加强服务等方面不断探索
和实践。为了更好地维护侨益、凝聚
侨心、汇聚侨智、发挥侨力，为侨排忧
解难，加强侨务法治服务建设，维护
侨胞合法权益，丽都花园社区成立了

“为侨法律服务之家”，它能完善为侨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归侨侨眷提供
更完善、更便捷的法律服务，促进法
治社区、和谐社区的建设。

华西社区报记者 沈悦 摄影报道

30年前，英国学者费瑟斯通提
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概念，它明
确指出日常生活与艺术的边界日益
模糊，相互渗透，彼此介入。家电作
为现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
组件也参与生活艺术化，其质量和
品味对于人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越来越至关重要。

松下洗衣机开启家电美学
创新求变之路

作为中国家电行业的一员，松
下凭借深厚的技术积淀、充分的技
术自信以及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联
合保时捷设计，开启创新求变之路，
经历28个月精心雕磨，打造出至臻
之品——松下 ALPHA 阿尔法洗衣
机，创新将艺术美学基因注入洗衣
机外观，颠覆传统洗衣机冷冰冰的
形象，使其更具文化内涵与人性关
怀，另辟蹊径为高端家电发展提供
一条新借鉴之路。

大道至简，颠覆传统
松下 ALPHA 阿尔法洗衣机突

松下ALPHA阿尔法新品洗衣机艺术化创新引领高端家电设计潮流

破传统洗衣机的局限，坚持
大道至简，回归纯粹的设计
理念，为洗衣机注入美学基
因，创新采用更加清洁、坚
固不锈钢材料及特制铝合
金，先进的激光焊接工艺，
去繁存简，简约化机体设
计，基本上没有分割线，呈
现一种简约大气高端的产
品形象。

同时，高档不锈钢以及
特制铝合金材质本身就兼具
安全、耐用的特点，将真材实
料投入洗衣机的创新创造
中，从整机品质感与实用性

上提升用户体验，打造满足
消费者审美需求的新生活美
学。

精工匠造，质感细腻
浮法玻璃机门窗采用

纯平浮法玻璃材质，耐用度
高，质感清澈晶透；无极阻
尼操控按钮，秉承豪华汽车
中控系统操作逻辑，彰显不
凡品味；五炮筒仪表盘UI设
计，借鉴经典五炮筒仪表
盘，简洁中透出时尚；超薄
塑金一体化顶板，实现极简

美学与卓越性能的高度平
衡。

松下 ALPHA 阿尔法新
品不仅满足审美需求，更满
足消费者健康、体验方面的
需求。松下洗衣机基于专
业的 nanoeTMX 纳米水离子
技 术 、Ag+ 光 动 银 除 菌 技
术 、双 极 除 螨 技 术 打 造
Care+健康净护系统，全面
满足消费者健康洁净的需
求。同时，松下 ALPHA 阿
尔法新品可以通过 APP，进
行远程智控系统、洗涤剂智
能投放系统、ECONAVI 节
能导航等智能化技术的应
用，带来人性化的交互体
验，让高品质生活跃然眼
前，一目了然。

在这个消费升级的时
代，诗和远方成为消费者日
常生活追求。松下洗衣机以
实际行动解答如何实现行业
突破，提升产品品质与品味，
也为未来高端洗衣机发展提
供新的发展思路。

华丽转身盐市口司法所换颜又提质
锦江区盐市口街道司法所

曾经“蜗居”在成都市著名的盐

市口商圈新光华街上，在周围

光鲜亮丽的霓虹灯映照下，“一

人一桌一椅一角落”是司法所

的真实写照，市民来办事要七

转八回才能走进司法所低矮老

旧的房屋内。如今，焕然一新

的司法所在散发着浓浓商业味

的特色街区上格外醒目。如此

显著的变化，是锦江区全面推

进街道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一

个缩影。

有颜值
功能完善设备齐全

从过去“一人一桌一椅一角落”
的司法所，到如今档案室、人民调解
室、法律援助室等办公分区一应俱
全，盐市口街道司法所用了半年时
间便“改头换面”。如今，这个面貌
一新的司法所，在成都市中心繁华
的核心商贸圈拥有面积130平米的
办公区域，被评为“锦江区法治建设
示范窗口”。

据介绍，盐市口街道司法所现
在配备了“街道公共法律服务站”，
设立了“锦江区劳动纠纷联调中心
盐市口分中心”，率先打造出以社区
法律服务便民微平台为载体、“互联
网+”系统为枢纽的“社区法律之
家”，形成集法律服务工作室、人民
调解室、法律援助联系点、社区矫正
工作站、多样化学法阵地等功能于
一体的一线法律服务综合平台。

据悉，为了对盐市口司法所进
行扩建，盐市口街道在办公面积奇
缺的困难下，对司法所办公场地进
行了科学功能分区。此外，还为司
法所配备了多功能电子显示屏、触
摸查询一体机、高速扫描仪、写字
板、打印机等信息化硬件设备，既可

供居民可自助查询法律法
规、工作指南、律师信息、活
动公告等信息，又可协助司
法所工作人员轻松化办公。

有创新
提升服务整体效能

据了解，盐市口街道司
法所以一个社区法律之家为
阵地，拥有三支优质服务团
队，以六项管理制度为保障，
为辖区居民提供五大法律服
务，盐市口司法所“一三五
六”工作方式的探索创新，夯
实了盐市口这个繁华商圈的
司法行政力量。

盐市口司法所协助社区
自治管理、参与矛盾纠纷调
处、融入法治宣传、提供菜单
式法律服务、开展心理疏导
服务，以五大服务内容为主
线，通过“线上+线下”双线
并进服务，提升法律服务整
体效能。

盐市口司法所健全值班
制度、登记制度、预警制度、
预约制度、联系卡制度、心理
辅导制度等六项管理制度，
推动法律服务持续发展。社

区、群众有法律需求，可与司
法所工作人员通过电话等方
式提前预约。此外，该所还
发放法律服务联系卡，根据
残疾人、老人等特殊群体的
需求，开展定期或不定期主
动上门服务。

有内涵
及时介入化解矛盾

如今，群众有法律问题
会找司法所，有矛盾纠纷会找
司法所，有法律需求也会找司
法所,“遇事找法”已成为群众
的普遍选择。规范化建设，使
得司法所在推进依法治国进
程中的作用日益明显。

有一天，居民付某来到
司法所，哭诉丈夫不管家并
有家暴行为。接案后，盐市
口司法所没有简单地按照一
般纠纷进行处理，而是多次
单独面谈和走访，了解付某
夫妻二人矛盾的根本原因。
原来，付某丈夫李某下岗之
后一直没有工作，付某既要
上班又要照顾家庭，压力很
大，下班后看到丈夫闲散在
家心生不满，李某在家待业

心情烦躁，听到妻子付某唠
叨不停，心头起火……要改
善夫妻二人的关系首先需要
解决的就是李某的就业问
题，其次，付某也要改变沟通
方式。通过多方奔走，司法
所为李某找到一份小区保安
的工作。如今，夫妻二人家
庭收入增加了，妻子抱怨少
了，吵架动手的情况也没有
了。

在“横九龙巷46号院物
业产权合同纠纷”中，某公司
准备对横九龙巷 46 号院内
一家大排档进行强行施工，
但是大排档与某公司签订的
租房合同还有一年半才到
期。了解情况后，盐市口司
法所同多个部门立即对现场
秩序进行维护，同时找中房
公司负责人协商，讲政策、讲
法律……经过不懈的努力，
终于成功解决这一纠纷。

“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双
方矛盾还没有激化的时候介
入其中，用‘背靠背’的方式
引导双方达成和解。”盐市口
街道司法所负责人说。

华西社区报记者 李琪
司法所供图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