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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子门逛车展 优惠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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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当前，和很多中国城市一样，成

都面临考验，也面临压力。

这是一场成都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

最长的霾天气，“祸首” 是北方沙尘暴造

成的输入性污染， 而今年异常的干燥天

气则成了“帮凶”。广大市民对空气质量

高度关注，反应强烈。

考验就是一种检验， 压力也是一种

动力。

3

月

15

日，成都市环保局选择在这样

一个特殊时期，开通名为“成都环保”的

官方微博，

8

个部门携手坐镇、快速反应，

解决网友投诉的各类环境问题。 一场官

民良性互动的“微博治尘”行动，雷厉风

行地展开。

截至昨日

17∶00

，“成都环保” 关注

粉丝已达

3109

人。微博共收到各类投诉

212

条，其中有效投诉

161

条，处置完成

并回复

154

条，

7

条正在处理。 有关部门

与市民有效沟通，高效快捷的作为得到

网友一致好评。

成都正在通过检验，成都正在变现

动力。

显然，“微博治尘” 不只是为城市的

雾霾治理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更

重要的是它检验了一个城市政府的执政

理念和执政水平， 并且让广大市民成为

城市治理的行动主体和动力之源。 从更

广泛和更深入的层面上讲，成都的“微博治

尘”就是对现代政府转型的有益探索。

现代政府转型，是当下中国各级各地

政府面临的深刻命题。如何建设一个现代

的服务型政府、信息型政府、效能型政府、

透明型政府以及民主型政府，“微博治尘”

提供了一个鲜活生动的标本。

“微博治尘”体现了一个服务型政府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民生情怀。

所谓服务型政府，就是要成为民生政

府，把民生作为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努力让人民过

上更好生活”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也指

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成都则旗帜鲜明地喊出“民

生幸福， 是党委政府的执政追求”。这

样一个服务型政府， 当然就应该想民

众之所想，急民众之所急。雾霾当前，

已经成为影响成都市民生活质量的重

大事件，并成为民众反映强烈的焦点，

理所应当成为政府部门的当务之急 。

尽管已经确认此次持续的霾天气 ，是

由北方沙尘暴带来的输入性污染 ，成

都无力改变；但成都相信，通过力所能

及的治理，尽力减少霾天气的污染源，

从而改善空气质量，是值得努力的。民

生为重，是“微博治尘”的根本出发点。

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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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治尘”彰显现代政府新理念

■新凤凰大道、 商贸大道北

延线工程、 凤凰大道、 天龙大道

（天斑路）、十里店五路口改造工

程等将新建或改造

■南丰片区企业自主改造等

项目将陆续启动； 西部地理信息

产业园、 普洛斯电子商务物流仓

储等将动工建设

■金牛区妇幼保健院建设工

程、府河苑幼儿园建设、金牛中学

建设、青龙警署建设工程等，今年

部分项目完工

3月15日，市环保局开通名为“成都环保”的官方微博，8个部门携手

坐镇、快速反应，解决网友投诉的各类环境问题治尘微博

一个

鲜活标本

一个

完美沟通

一次

“成都环保”以亲民性吸引公众关注，“微博治尘”不仅治理了雾气，更

消除了民众的怨气，化解了社会的戾气

如何建设一个现代的服务型政府、信息型政府、效能型政府、透明型政

府以及民主型政府，“微博治尘”提供了一个鲜活生动的标本

□

成都商报评论员

02� 04

67个项目确定 北改今年继续发力

基础设施项目27个、旧城改造项目13个、产业项目19个、公建配套项目8个

■由成都商报、每日经济新闻主办、成都全搜索，CDTV-2、明日·

快一周协办的“成都机会———中国地产西部论坛暨2012中国（成都）

楼市总评榜”颁奖典礼昨日举行，9项大奖一一揭晓

■2010年诺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等嘉宾现场剖析“成

都机会”，认为成都拥有诸多优势，会在全球经济中取得佳绩；成都将

成为重要的增长模式，亦将为房产市场发展提供契机

07

成都，大有机会

诺奖得主昨现身楼市总评榜，称成都会在全球经济中取得佳绩

本报今日推出

《成都机会———中国地产西部论坛

暨2012中国（成都）楼市总评榜》特刊

反应快

161条投诉 154条回复

网友赞

盼“微博治尘”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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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票价 铁路总公司定

本报讯 （成都日报记者 李影）

昨

日，全市组织部长会议召开。会议传达

学习了全国、 全省组织部长会议精神，

总结了2012年工作，对今年全市组织工

作作出部署。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黄新

初就做好新形势下全市组织工作作出

重要批示。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赵苗

出席会议并讲话。

黄新初在批示中指出，去年以来，全

市组工战线紧贴中心、服务大局、忠诚职

守、主动作为，为成都打造西部经济核心

增长极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作风保

障和人才保障。展望未来，在成都建设全

省“首位城市”的发展进程中，组织工作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每选好一名干部，

就是为科学发展、 领先发展增添一份力

量；每建强一个支部，就是为执政为民、

惠及民生树立一面旗帜。 希望全市组工

系统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深入开

展党员理想信念教育， 突出抓好干部队

伍作风建设， 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

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努力把各方面优秀

人才集聚到实施“五大兴市战略”的火

热实践中来， 奋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治

蓉兴蓉骨干力量， 进一步开创成都党的

建设和组织工作新局面。

会议指出，2013年全市组织工作的

思路是：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

神，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

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突出“坚定理想

信念、改进工作作风”两大主题，抓好班

子队伍建设、聚集高端人才、夯实基层

基础三项重点，全面提高组织工作科学

化水平，为奋力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

极、发挥“首位城市”带头引领辐射示

范带动作用提供坚强保证。

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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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黄颖）

昨日，

市委副书记、 市长葛红林在成都高新区

调研时强调，高新区要审时度势、抢抓机

遇、乘势而上，“加大马力”扎实推进各

项工作，努力在成都担当全省“首位城

市”发展重任中发挥“首位作用”。

市委副书记李昆学参加调研。

葛红林对高新区工作成绩给予充

分肯定。他说，经过20多年快速发展，高

新区不仅在产业发展、招商引资和重大

项目推进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在软环境建设和专业化服务方面也赢

得了良好的口碑。希望牢牢把握全市新

一轮加快发展的重大机遇，在成都担当

全省“首位城市”发展重任、奋力打造

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的生动实践中主

动作为、走在前列，发挥好“首位作用”。

一要科学地工作。产业发展是高新区的

第一要务， 在推动产业发展进程中，一

定要实事求是，科学发展，不唯上、不唯

书，只唯实。二要开创地工作。高新区作

为全省、全市的前沿和窗口，责任重大，

要在发展中抢得先机，走在前面，就必

须采用开创性的思路和举措，“靠聪明

干活，靠智慧发展”。三要坚韧地工作。

高新区要保持高位求进的发展态势很

不容易，但“办法总比困难多”，要以坚

韧不拔的态度推动各项工作，不管面对

何种困难，一定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

精神，坚持就一定会有收获。

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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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日报记者 黄颖 余书

婷）

昨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葛红林，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于伟会见了由宜宾市委书

记王铭晖，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进，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陆振华率领的宜宾市代表团。

葛红林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

市政协和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黄新初，

向宜宾市代表团来蓉考察表示诚挚欢

迎。他说，长期以来，成都、宜宾两市在

许多方面开展了务实合作，成都建设发

展各项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宜宾及省内

各兄弟市州的大力支持，同样，成都也

将全力为兄弟市州发展提供帮助、做好

服务，更好地发挥“首位城市”带头带

动引领示范辐射作用。宜宾地处三江交

汇之处，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近年来

在城市建设发展中创造出了许多好经

验好做法。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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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治蓉兴蓉骨干力量

进一步开创成都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新局面

全市组织部长会议召开 黄新初作出重要批示

葛红林在成都高新区调研时强调

在担当“首位城市”发展重任中发挥“首位作用”

李昆学参加调研

深化合作 携手并进

葛红林于伟会见宜宾市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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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机上看樱花 好美啊

■各部门都要自觉行动， 限期完成职能转变各项任务，绝

不能“换汤不换药”。把不该管的微观事项坚决放给市场、交给

社会，该加强的宏观管理切实加强，做到事前审批要多放，事中

事后监管问责要到位。这对促进民间投资、扩大就业、提高企业

竞争力、激发经济社会活力等都是一剂“良药”

■要加强政府政风建设，树立风清气正、办实事、能干事的

形象，这样政府才有公信力，人民才会和政府一道攻坚克难。政

府说到就要做到，不能“放空炮”。国务院做出的决定一定要不

折不扣地执行，决不能搞变通，各级都要加大督查力度，没有做

到的要问责，不能当无所作为的“太平官”

职能转变限期完成 绝不能“换汤不换药”

新一届国务院20日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始全面履责

09

北改重点工程金芙蓉大道已完成

90%

的路基，将在

6

月底前通车

昨日，“成都机会———中国地产西部论坛暨

2012

中国（成都）楼市总评榜”颁奖典礼举行

摄影记者 王勤

成都商报讯（记者 王梅）

昨晚11点

40分左右，几道闪电划破长空，轰隆隆

的闷雷炸响。这是蓉城今年首次响起春

雷。今日零点10分左右，雨滴接踵而至，

但很快便停了。 直到凌晨1点， 春雷的

“余威”仍继续。

又讯：

今日零点过，市人影办主任徐

灿介绍，21日市人影办进行了飞机增雨作

业， 幸好打雷时飞机航线已飞完，“紧接

着，我们就要进行地面增雨作业了”。

2013第一声春雷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