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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田园山水

有机农业产业、

云凌草堂田园综合体、浪·
迹2020乡村生活美学中

心、安龙村城乡融合项目

……梳理成都市郫都区安

德街道的机会清单，不难发

现，围绕乡村振兴，郫都区

安德街正朝着“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的规划和方向前

进。

近年来，安德街道正着

力构建生产要素协同配置、

城乡功能协同分区、城乡环

境协同提升、城乡社区治理

协同推进的“四个协同”发

展格局，建设宜居宜业的城

乡产业协同发展先行区、公

园城市示范区和三产融合

发展典范区，一纸“农”墨众

彩的安德答卷正在郫都区

缓缓铺开……

商业集聚的伊

藤洋华堂亚洲

旗舰店、集多功能布局为一

体的468产业园区、正在

修建的云里特色街区、紧邻

的绿轴公园……1 月 18

日，记者来到锦江区成龙路

街道香樟社区，发现各种资

源场景正不断被打造、盘

活，“人城产”一体的产业社

区雏形已基本呈现。

据悉，香樟社区党委全

面落实成都市委“建设高品

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的重

大部署，充分发挥党建引领

社区发展治理的体制优势，

以多元参与凝聚社区发展

治理为动能，以“三个一”

（一个党建工作体系、一个

产业社区综合党委、一套治

理体系）为理念，逐渐走出

了“产业主题鲜明、功能复

合、服务配套完善”的产业

社区新路径。

奏响一核多元“大合唱”
凝心聚力共谱“和谐曲”

社区治理好不好，建强党
组织是关键。香樟社区始终
坚持党建引领，探索设立产
业社区综合党委，并建立党

坚持“人城产”深度融合
推进“宜居宜业”产业社区建设

■本期走访：
成都市锦江区成龙路街道香樟社区

建联席会议制度，形成“一
核引领、二轮驱动、三方参
与”的产业社区组织构架，
统筹协调产业社区建设各
项工作，促进党建圈、生产
圈、服务圈、生活圈相融共
生。

“我们联合绿地集团、
楼宇物业及骨干企业，打造
了‘绿地 468 红色星空党群
服务中心’。该区域配备了
一名人才专员和一名党建
指导员，他们主要负责人才
项目引进、人才政策咨询、
党员入党等事项。”香樟社
区党委书记刘晓介绍说，社
区还依托楼宇党群服务中
心，整合政务、商务服务功
能和企业、院校等优势资
源，打造了集文创展示区、
党群服务中心、人才服务中
心、阅读沙龙区、微小企业
孵化中心于一体的社区产
业支持中心，为企业孵化、

发展提供支持、营造环境。
据悉，香樟社区还依托

产业支持中心，整合企事业
单位、四川大学、四川理工
大学、四川音乐学院等高校
合作资源，及项目投融资、
公共技术的对接平台，助力
微小企业孵化成长，已成功
孵化企业 27 家。期间，社
区还协助企业举办企业党
建 、文 创 艺 术 节 、企 业 沙
龙、业务培训等活动 10 余
场，有效促进企业交流和互
助。通过各类活动的开展，
充分调动辖区各方力量深
度参与社区发展治理，实现
事务共议、资源共享、阵地
共用。

体制机制的创新是产
业社区营建的动力和活力
之源。香樟社区党委聚焦

“共建共治共享”，将辖区单
位、非公企业、社会组织、院
落小区与物管公司的党组
织，凝结为社区党建共同
体，推动社区治理由“独角
戏”到“大合唱”的转变。

“我们每个月召开党建

联席会议，审议社区党建工
作重大事项，决定社区建设
与管理的重大问题。”刘晓
表示，通过基层党组织的链
接功能，建立了社区、居民、
企业共建共治，双向互动的
治理机制，形成了社企联
动、服务治理的共治场景，
构建起人文和谐、包容开放
的社区氛围。

创新多类型场景营造
延伸多元化优质服务

社区发展的落脚点，始
终是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
需求与向往。香樟社区辖
区幅员面积 0.72 平方公里，
现有小区 8 个，服务人口
25000万余人。既有保障性
住房小区，也有商业楼盘小
区，还有以绿地 468 为中心
的产业集群，具有产业聚
集、人才荟萃、服务主体多
元的特点。对此，香樟社区
党委围绕居民生活需求，注
重生活场景和消费场景的
叠加，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

服务圈，努力构建人城产融合
的产业社区。

“ 老 板 ，来 三 碗 盖 碗 茶
……”在香樟社区的共享茶
铺，每天来此喝茶、唠嗑的居
民络绎不绝，经常位置都不够
坐，深受辖区中老年人的喜
爱。“社区利用闲置的公共空
间，打造了这个社区共享茶
铺，补齐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短
板。3元一碗盖碗茶的费用并
不高，主要是为辖区的老年人
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拉
近邻里之间的距离。”刘晓表
示，茶铺的设计打造不仅考虑
了成都人的兴趣习惯，而且，
茶铺的部分盈利也会反哺于
社区服务功能的提升。

此外，茶铺旁还设有社区
的共享体育场，填补了针对社
区年轻人的生活、休闲服务功
能。自去年起，社区已围绕

“爱成都 迎大运”的主题，定
期开了展一些公益运动比赛，
努力为不同的年龄群体提供

“零距离”“一站式”的优质服
务。

如何提升辖区人才的“归
属感”，也是香樟社区一直着
力解决的问题。去年，社区以
蓉漂职工为目标群体，打造了
集休闲、娱乐、交流于一体的
蓉漂职工服务站，并举办了首
个“蓉漂社区日”。“社区希望
通过此节日，着力营造‘栓心
留人’的人才服务环境，让住
在辖区的‘蓉漂’到此不再漂
泊，在这里找到家的归属感。”
刘晓表示，社区还将持续提供
新时期产业社区职工生活、工
作与社交所需的系列服务，积
极融入区域产业生态系统的
构建，为蓉漂职工建一个线下
和云端都看得见、进得来、留
得住、用得好的家园，进一步
推动人城产融合发展。

如今，香樟社区正对共
“香”食堂进行打造，为辖区的
白领和老年人提供双向服
务。同时，在对辖区东锦瑞苑
小区建设上，社区党委通过公
共空间整治更新，以“智慧”为
手段、以“助老”为切入点，形
成集养老服务、休闲娱乐、生
活服务为一体的服务阵地，满
足各个群体的多元化生活需
求，进一步培育产业社区生活
服务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
式。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高昊焜
摄影报道

“农”墨重彩
书写产城融合发展“安德答卷”

■本期走访：
成都市郫都区安德街道

三产融合发展
营造社区发展治理新场景

从成都市出发，沿着绕城
高速开30分钟车程，穿过乡村
振兴精品环线、黄广路、棋广
路，就能抵达安德街道精心打
造的“一村一品”示范点——广
福村，长久幸福的文化场景、美
观别致的新村风貌、随处可见
的韭香文化……无疑让广福村
成为郫都区产村相融现代农业
精品园区。

广福村作为街道生态与产
业互融共生的“优秀答卷”，主
要以韭菜（黄）种植及关联产业
为主，“韭菜产业园区”的蓬勃
发展更成为了村经济增收6000
万元的强力助推器。2019年11

月，以韭菜闻名的广福村，又飘
起了阵阵火锅香。安德街道以
乡村林盘、乡愁记忆、民风家
风、产业文创为载体的乡村主
题文化创意景观旅游项目——
泥巴小院乡村主题文化创意体
验园，在余家院子“悄悄”揭开
面纱。“泥巴小院生态火锅融入
了许多韭菜文化，我们研究以

‘韭菜’为特色的菜品，以及多
种聚焦韭菜打造的社治场景。”
相关负责人介绍。不仅如此，
泥巴小院还紧紧抓住广福村地
域特色、产业特色，将传统文化

“家文化”、地域特色“福文化”、
产业特色“久（韭）文化”进行挖
掘、融合，并作为项目文创基
因，通过“文创+餐饮+产品+音
乐”等形式进行创意呈现。

“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
香”这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
的名句，却在安德街道广福村
成为了现实。“藏福于韭”儿童
游戏文创迷宫、“地久（韭）天
长”网红打卡点、“韭菜盆栽”、

“韭菜布染”、“韭香久酒”……
盛产韭菜的广福村将“韭文化”
贯穿在整个文化创意体验园
中。

未来，安德街道将持续聚
焦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居
民在生态自然、特色产品、舒心
惬意、舌尖味美的空间场景里，
充分体验到生态自然之美、文
化创意之美、味蕾留香之美，从
而打造可持续发展、可循环升
级的乡村振兴生态圈。

打造特色名片
推动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

2020 年，安德街道努力深
化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
实践，实现“三个提升”：社区党
组织书记抓治理意识提升、社
区骨干治理能力提升、区域治
理水平提升，并围绕“双示范”
创建、党群服务中心提升改造、

“爱成都迎大运”、“一家人一家
亲”小区治理体系等重点工作，
通过提升公共空间品质、改善
公共设施服务、增加特色文化
记忆标识等手段，突出广福村、
云凌村、望乐社区等治理示范
带动作用，营造村（社区）发展
治理场景，基本达到以点带面、
连线成片，示范引领、整体提升
的目标。

共享田园运营项目、安德
农业科创项目、安龙田园综合

体项目、民族商贸城有机更新
项目……目前，郫都区安德街
道已完成18个项目包装，这些
凝聚了街道心血的精品项目，
也逐渐成为安德街道一张张
靓丽的名片。据相关负责人
介绍，2021 年，安德街道将继
续以“产城融合、三产融合”为
核心，通过“一平台、二路径、
三团队”的方法，探索打造社
区发展治理品牌，打造产城融
合、活力多元的宜居宜业新发
展场景。

走在前列，起好示范，奋
力建设全国乡村振兴示范
区。带着中央、省、成都市对
郫都区探索乡村振兴策略与
路径的殷切期望，郫都区安德
街道正马不停蹄，在乡村振兴
路上跑出加速度！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张丽
街道供图

便民的公共服务。

丰富的社区活动。

社区生活多元场景。

现代农业精品园区。

“韭香文化”园区。

小朋友农场体验。 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