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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 日，成都市委办公
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成
都 市 国 际 化 社 区 建 设 规 划
(2018—2022 年)》（以 下 简 称

《建设规划》）和《成都市国际
化社区建设政策措施》（以下
简称《政策措施》），这也使成
都成为全国首个以市级层面
系统编制国际化社区建设规
划的城市。

重点打造四种类型
构建国际化社区体系

根据《建设规划》，到2020
年底，成都将完成“四片五园
四区多点”国际化社区建设布

局，打造形成不同类别的国际
化社区 45 个。到 2022 年底，
建成国际学校6个，涉外医疗
机构达到20家，出入境服务站
达 10 个 ，外 籍 人 士 之 家 22
个。全市22个区(市)县将实现
国际化社区“全覆盖”，打造出
一批具备全国知名度的品牌
社区，构建完成惠及全市居民
的国际化社区发展体系。

记者获悉，成都国际化社
区建设将重点打造4种特色类
型。其中，产业服务型国际化
社区，依托产业园区规划布
局，打造聚合高端要素的国际
化创新创业社区空间体系，探
索 园 区 与 社 区 联 动 治 理 机

制。商旅生态型国际化社区，
依托已有的高端商务楼宇、品
牌人气商圈，知名景区景点
等，探索商区与社区融合治理
机制。文化教育型国际化社
区，依托丰富的高校和文化教
育资源，探索校区与社区互动
治理机制。居住生活型国际
化社区，依托具有相对成熟和
便捷生活化服务功能的区域，
探索住区与社区的共治共享
治理机制。

六个方面发力
推进国际社区建设

本次发布的《建设规划》，

从优化国际化社区形态、提升
国际化服务水平、完善国际化
社区治理、融合国际化社区文
化、大力引进外籍人才、强化
国际化社区党的领导等6个方
面，提出了未来工作着力方位
和攻坚侧重；从工作推进机
制、经费保障机制、规范评价
机制和常态宣传机制等4个方
面，研究了保障国际化社区建
设的相关措施。既注重硬件
配套建设，又注重软件提升；
既强调了社区的高效治理，又
突出了社区的持续发展。此
外，还明确了成都市国际化社
区建设基本标准，主要从国际
化社区形态、服务提升、深化
治理、差异化要素和评价等 5
个方面，提出具体工作的实施
规范和指导意见，并将细化的
任务落实到具体部门，为基层
开展国际化社区建设提供了
评价依据和工作遵循。

成都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市委社治委常务副主任薛敏
表示，将按照发布的《建设规
划》和《政策措施》，精准发力，
狠抓落实，重点抓好国际化社
区建设的规划、项目、服务和
统筹协调工作，着力打造国际
化社区建设的标杆城市。

华西社区报记者 董峰
社区供图

2018年12月28日，简阳市平
窝乡火烧庙村党支部与成都锦江
区莲新街道莲花社区党委共同举
办“伟大的时代——庆祝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主题活动。活动包
括“潮涌四十年，奋进新时代”主
题论坛、火烧庙村“微党校”、“伟
大的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
周年”门券展览。

在“潮涌四十年，奋进新时
代”主题论坛上，老党员曾彭鲁讲
述了火烧庙村从“一穷二白”到

“一路二水三产业”的脱贫奔康
路，五合乡护民村驻村工作队队
员鄢强回忆了过去“稀饭照人影，
天寒穿薄衣”到现在“衣食不愁、
生活不忧”的生活变迁。当天，与
会人员和火烧庙村党员干部、群
众代表共同参观了“庆祝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门券展览。活动结
束后，大家表示，本次活动内容丰
富、形式新颖，激励党员干部在新
时代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华西社区报记者 刘福燕

新政策新规划 国际化社区建设有依靠
成都成为全国首个以市级层面系统编制国际化社区建设规划的城市

为贯彻落实全市城乡社区
发展治理大会精神，集中展示
新区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工作成
果，表彰在城乡社区发展治理
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案例和先
进典型，1月8日，由四川天府
新区成都管委会基层治理和社
事局（新区社治办）主办，党群
工作部、文创和会展局、环保和
统筹城乡局、规划建设国土局、
城管和市场监管局协办的“我
的未来不是梦”——四川天府
新区成都直管区城乡社区发展
治理“最美”系列评选颁奖晚
会，在天府七中音乐厅隆重举
行。天府新区 13 个街道的领
导、145 个村（社区）的居民代
表、26个社会企业代表以及16
个城乡治理成员单位参加了此
次活动。

节目丰富接地气
展现新区成果风貌

“我们是天府新区未来的
花朵，五彩画笔描绘天府新的
传说，画出兴隆湖上的野鸭子
呱呱叫哦，画出彩虹从公园城
市国际化新城跨过。画出天
府新区未来最美的蓝图……”
伴随着天府五小小朋友们表
演的歌舞节目《最美的梦》，就
此拉开了本次颁奖晚会的序
幕。晚会以天府新区小朋友
心中最美天府的蜡笔画为主

线，贯穿讲述了天府新区的发
展变迁，展示了天府新区城乡
社区发展治理工作的“最美”
先进案例和先进典型。

每一户人家的阳台都是
每一个家庭向外界展示精神
风貌的窗口，节目《最美阳台
上快乐的小鸟》以舞蹈形式，
展示了最美阳台获奖者曹云
华家的花园阳台，以及新区围
绕 公 园 城 市 建 设 的 成 果 侧
影。节目《今夜无眠》则通过
小品的方式，讲述了社区党员

“舍小家，顾大家”，冲在抢险
救灾一线最前沿，挽救人民群
众财产的故事，并将街道、社
区党员干部在治理工作中的
酸甜苦辣展现得淋漓尽致，引
发现场街道、社区观众的共
鸣，赢得阵阵掌声。最后，随
着小演员们在歌声中点亮烛
光，最美社区工作者与全体表

演者一道登上舞台，共同演唱
《爱，因你永恒》，晚会也就此
落下帷幕。

据悉，本次晚会的 9 个节
目都经过了精心的创作编排，
并得到学校、社区、文化传媒
机构和新闻媒体等的大力支
持。晚会以歌舞、相声、街舞、
现代舞、小品、快板等群众喜
闻乐见、形式新颖的原创文艺
作品，展现了天府新区在党建
引领、社区治理等方面取得的
丰硕成果以及市民热情饱满
的精神风貌。

评选“最美”标杆
助推公园城市建设

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新
区人奋进在公园城市建设的
征程中，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
记一系列生态论述和理念，在

深刻理解公园城市内涵特征
后，天府新区确定了“五大举
措”推动公园城市建设。目
前，天府新区正以道路森林化
工程和推进兴隆湖的综合提
升两大项目为抓手，迅速开创
天府新区公园城市规划建设
新局面。

此外，自全市城乡社区发
展治理大会召开以来，在新区
党工委、管委会的正确领导
下，天府新区上下同心共力，
并肩前行，城乡社区发展治理
理念深入人心，共建共治共享
格局基本形成，实现了“城市
有变化，市民有感受，社会有
认同”的工作目标。

据了解，此次四川天府新
区开展的“最美”系列评选活
动，前后历时6个月，共评选出
最美社区空间、最美街道、最
美绿地、最美院落、最美阳台、
最美社区精神、最美社区故
事、最美社区活动、最美乡愁
等 11 个“最美”项目。全区共
有 63 个单位及个人，获得了

“最美”系列评选的相关奖项。
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

城市，把城市建在公园里，把
组团嵌在绿地中，切实提升市
民的幸福感，天府新区正在宜
居公园城市建设的征程中奋
进向前。

华西社区报记者 高昊焜
摄影报道

未来不是梦“最美”见证新区发展
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举行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最美”系列评选颁奖晚会

刚刚结束的成都市委

第十三届四次全会暨市委

经济工作会议将2019年

定为成都的“国际化营商环

境建设年”。据悉，目前，成

都实际管辖人口已超过

2000万，外籍商旅人士达

69 万，常住外国人 1.74

万，往来外籍人员数量位居

中西部城市之首。

@莲花社区
与农村党支部联办活动

@浣花社区
总结提高志愿服务水平

1 月 10 日，由光华街道浣花
社区主办、成都市金葵花社会服
务中心承办的“总结2018年展望
2019年”活动在浣花社区举行。

本次活动旨在提高志愿者
服务水平，推动社区志愿体系的
健全和完善。上午，志愿者、社
区工作人员及社工早早为居民
们准备了美味的点心。活动开
始后，社工为社区志愿者们讲解
了 去 年 活 动 内 容 的 优 点 和 不
足。接着，社工为居民们简单介
绍了未来浣花社区志愿服务的
开展内容，居民们向社工说明了
社区的实际需求、希望得到的志
愿服务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华西社区报记者 董峰

成都桐梓林社区英语角。

颁奖晚会歌舞表演。

@清康社区
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活动

为增强社区居民的环境保护
意识，进一步推进社区生态文明
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1
月 8 日，光华街道清康社区开展
了“保护环境 关爱家园”为主题
的宣传活动。活动以宣传横幅、
垃圾分类知识宣传画、社区环保
调查问卷形式开展。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让居
民们了解到生活中的垃圾分类，
懂得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以及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和
回收。参与问卷调查的居民表
示，社区环境治理是大家共同的
责任，以后会从身边点滴做起，做
一名环境保护的实践者。

华西社区报记者 高昊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