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府早报记者 周琴

12 月 30 日，天府
早报记者从成都市民
政局获悉，近日，成都
市民政局牵头，会同
成都市发改委、市教
育局、市财政局和市
医保局等12部门全面
梳理成都市孤儿、困
境儿童分类保障政策
并联合下发文件，就
全市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基本生活费发放范
围、标准和低收入群
体价格补贴、医疗救
助等政策进行细化明
确，做到政策衔接和
应保尽保，确保全市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最
大限度获益。按照国
家统一要求，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保障政策
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在全市正式实施，将
惠及全市近千名符合
条件的儿童。

早报讯（记者 冷宏伟）12
月30日，天府新区商会第一
届第二次会员大会暨第一届
第三次理事会在成都顺利召
开，并宣布天府新区商会党委
会成立。天府新区多家优秀
企业纷纷出席踊跃参加。

蓝盔集团成立至今，一
直坚持党的领导，始终“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从汶川地
震、玉树地震到2019年的汶
川特大泥石流等，向灾区贡
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蓝盔
集团董事长何全军多次带领
管理层下基层做公益，牢记
自己身上的社会责任，此次
天府商会特为蓝盔集团颁发

“2019年企业社会责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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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政策明起实施

五大方面保障 惠及千名儿童

蓝盔集团获“2019年企业社会责任奖”

崇州税务不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天府早报记者 赵霞

新年将至，为方便成都
市民和外地游客畅游成都，
12月30日，天府早报记者
从成都公交集团获悉，12月
31日起，成都推出首批城市
旅游观光环线公交——锦
城观光1、2号线，这两条线
路将覆盖杜甫草堂、宽窄巷
子、文殊院、青羊宫、武侯
祠、锦里等景点，打造首批
城市旅游观光环线。

锦城观光1号线
起讫点：百花中心站—百花

中心站（顺时针走向）。
站点设置：百花中心站、杜

甫草堂（南门）、杜甫草堂（西
门）、杜甫草堂（北门）、送仙桥
（四川博物院）、青羊宫、通惠门、
宽窄巷子、王爷庙、文殊院、人民
南路一段、锦江宾馆、南门大桥、
武侯祠（锦里）、百花中心站。

收出车时间：09：00—18：00；
票价：2元；刷卡（次数四次、电子
钱包2元）、投币2元，老年卡、学
生卡无效。

锦城观光2号线
起讫点：百花中心站——百

花中心站（逆时针走向）。
站点设置：百花中心站、武

侯祠（锦里）、锦江宾馆、天府广
场东、文殊院、王爷庙、宽窄巷
子、通惠门、青羊宫、杜甫草堂
（南门）、杜甫草堂（西门）、杜甫
草堂（北门）、送仙桥（四川博物
院）、百花中心站。

收出车时间：09：00—18：00；
票价：2元；刷卡（次数四次、电子
钱包2元）、投币2元，老年卡、学
生卡无效。

同时，12月31日晚，成都9条
快速公交线路延长服务1小时。
届时，逛商城采购年货或与好友
聚会跨年晚归不用怕，记者从成
都公交集团了解到，服务于九里
堤、文家场、苏坡、龙潭工业区、
高新南区及大丰片区的9条快速
公交线路将延长服务时间 1 小
时，与27条夜间公交、地铁等实
现有效接驳。其中，快速公交
K1、K2线将伴随新年的钟声，发
出2020年第一趟车。

成都将新开 5 条公交线
12月30日，天府早报记者从

成都公交集团获悉，成都公交拟
于 2020 年 1 月 2 日—3 日，新开
469 路、460 路、473 路、474 路、

462路，调整188路。5条新开线
路均实行2个月刷（次数）卡免费
乘车。

469路
起讫点：地铁交子大道站—

地铁交子大道站。
线路走向：地铁交子大道站

发出后经万象南路、锦晖西二
街、交子北一路、锦尚西一路、锦
尚西二路、剑南大道、交子大道、
万象南路至终点站地铁交子大
道站。

收出车时间：07：30—21：00。

460路
起讫点：两河西二路北—金

桥路。

线路走向：两河西二路北站
发出后经两河西二路、两河二
街、两河西三路、两河路、兴科
路、兴科中路、金周路、信息园西
路、金桥路。返程：金桥路、金科
西路、金周路后按原线返回至两
河西三路、土龙路、两河西二路、
两河西二路北。

出收车时间：两河西二路北
07：00—10：00、17：00—19：30；金桥
路07：20—10：20、17：20—19：50。

473路
起讫点：地铁大源站—地铁

大源站。
线路走向：地铁大源站发出

后经天府二街、吉泰路、天府五
街、剑南大道至终点站地铁大
源站。

收出车时间：07：00—21：00。

474路
起讫点：昆华路中—天府二

街剑南大道口。
线路走向：昆华路中站发出后

经昆华路、大源北中街、南华路、盛
邦街、剑南大道、天府二街至终点站
天府二街剑南大道口；返程：天府二
街剑南大道口站发出后经天府二
街、荣华北路、盛邦街、大源北二
街、昆华路至终点站昆华路中站。

收出车时间：昆华路中站
07：00—20：00；天府二街剑南大
道口：07：15—20：15。

462路
起讫点：大源公交站—大源

公交站。
线路走向：大源公交站发出

后康华路、天府二街、、南华路、盛
邦街、荣华北路、天府二街、剑南
大道辅路、盛治街、盛华北路、盛
邦街、铁像寺路、盛安街、剑南大
道辅路（调头）、剑南大道辅路、天
府二街、荣华北路、盛邦街、南华
路至终点站大源公交站。

收发车时间：07：30—21：00。

188路
起讫点：火车南站综合交通

枢纽—公济桥路西。
线路走向：火车南站综合交

通枢纽至成汉北路和硕西街口
行驶路线及站点不变，恢复经和
硕西街、万象北路、万象南路、交
子大道后调整经、交子大道、交
子南一路、锦城大道后沿原线行
驶至公济桥路西站；返程：公济
桥路西站至益州大道锦城大道
口行驶路线及站点不变调整经
锦城大道、交子南一路后原线返
回至火车南站综合交通枢纽。

成都今起推出首批城市旅游观光环线公交

2条旅游公交 串起草堂武侯祠等景点

保障对象是指符合文件规定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具体
为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
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情形之一的儿童；或者父母
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
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情形之一的儿童。

保障对象
有哪些？

保障内容主要包括基本生活保障、医疗康复保障、落实教育
资助政策、督促落实监护责任、优化关爱服务机制五个方面。
●保障基本生活方面 按照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和发放方
式发放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已获得最低生活保
障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金或者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且未达
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补贴标准的进行补差发
放，其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按照补贴标准全额发放。
●医疗康复保障方面 对符合条件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按规定
实施城乡医疗资助，分类落实资助参保政策；符合条件的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可同时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等相关政策。
●教育资助政策方面 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参照孤儿保障政
策纳入教育资助范围，优先纳入国家资助政策体系和教育帮
扶体系，落实助学金、学费减免政策。
●督促落实监护责任方面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
等部门依法打击故意或者恶意不履行监护职责等各类侵害儿童
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根据情节轻重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优化关爱服务机制方面 加强对权益受到侵害的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的法律援助工作，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和青少年事务
社工，提供心理咨询、心理疏导、情感抚慰等专业服务，培养健
康心理和健全人格。

保障内容
是什么？

播 报

新 开 线 路
线 路 调 整

早报讯（记者 冷宏伟）
崇州税务坚持以提升纳税
人满意度为导向，脚踏实
地、真抓实干，着力优化税
收营商环境。一是对标先
进单位的先进经验，坚持
问题导向，精准应对新形势
下纳税服务工作的难点、痛
点和堵点，不断提升服务质
效。二是强化税收政策宣
传和纳税辅导，通过办税
厅电子显示屏、QQ 群、微
信群、纳税人学堂、走访座
谈会等方式，创新开展形
式灵活、渠道多样的政策
宣传培训辅导，累计发放
宣传资料 16000 余份，张贴
宣传海报 1000 余张，在各

类办税场所摆放宣传海报
600 余幅，向纳税人推送税
收政策 56580 人次，宣传辅
导实现辖区 100%全覆盖。
三是聚焦“服务需求”基层
税源管理单位通过集中宣
传、上门服务、定期走访等
形式“送政策到家”，帮助
纳税人解决涉税难题，大
力推广宣传“云税贷”“减
税云贷”等信用贷款产品。
四是搭建业务专家、技术支
撑、应急支撑三个团队，坚
持领导值班和团队值班制
度 ，确 保 办 税 服 务 厅 和
12366 远 程 座 席 以 及 对 外
公开电话提供精准的咨询
和导税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