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民“值周”护环境 乡村晃眼度假地

崇州白头镇三洞村提升村容村貌，同时保留了林盘农村风情

成都商报讯（记者 王垚）

你知道“时

乖运蹇”怎么读，“攒眉蹙额”怎么写吗？

你知道“假道伐虢”“须髯如戟”出处是

哪里，怎样解释吗？近日，由成都市文明

办、市语委、市教育局和成都广播电视台

主办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成都赛区选

拔赛正如火如荼进行，市民关注战况的同

时，更掀起了学习汉字国粹、重温文化经

典的热潮。 今晚7点30分，“中国汉字听写

大会”成都赛区选拔赛半决赛第三场将在

成都电视台少儿频道播出。

据了解，来自成都石室联合中学、成都市

实验外国语学校(西区)、成都市华建学校、龙

泉驿区第一中学、棕北中学5所学校的选手将

在这一场比赛中争夺进入总决赛的名额。每

支队伍将各派5名选手依次上场接受听写，并

以车轮战方式进行淘汰。最终淘汰三支队伍，

优胜的两队则进入成都赛区总决赛。

今晚7点半 看成都初中生笔下论英豪

昨日， 成都市地税局做客“成都面对

面·政风行风热线”时表示，成都短期之内

应该没有征收房产税的计划。近年来，我市

地税局启动了存量房计税价格评估和配合

建立全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两项工作，

为下一步房地产税制改革做好积极准备。

市地税局副局长汪四清在回答提问时

表示， 鉴于在我国现行税收政策管理体系

中，税政管理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仅具

备一定的政策解释权， 故下一步房产税是

否会继续扩大试点范围， 成都是否会纳入

试点， 试点征收增量房屋还是存量房屋等

一系列问题， 仍需中央明确，“目前还没有

来自官方和权威的渠道消息。”今年我市地

税局将积极配合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

房管等部门， 对全市的不动产保有进行深

入调查，全面推进全市不动产登记制度，建

立不动产信息数据库， 做好房地产税源分

析和预测工作。

另据介绍， 当前我市对于个人出租房

屋所涉及的税收， 按三档综合征收率予以

征收。第一档是月租金5千以下，综合征收

率为4%； 第二档是月租金5千及5千以上，2

万以下的，综合征收率为8%；第三档是月租

金2万及2万以上的，综合征收率为10%。

成都商报记者 王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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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成温邛高速白头出口10多分钟步行

距离，就是白头镇三洞村。这个村共有702户

人，全部散居在林盘之间，是典型的川西林

盘村落。

修水泥路、 村民轮流值日打扫公共区

域卫生、圈养鸡鸭、有选择地留下竹叶和笋

壳……经过全村上下2年多的努力， 到现

在，村容村貌已经得到了本质提升，既有城

市小区的干净整洁， 又保留有鸡犬相闻的

林盘农村风情，恍如一个特色度假胜地。

高标准：

村民轮流值周，打扫公共区域

尽管离成温邛高速公路不过10多分钟

路程，走进三洞村5、6组，宁静的感觉扑面而

来：平整的水泥干道通到村边，可供两车并

行；干道边上的桉树、槐树最小也是碗口粗，

成为干道与农田之间的天然屏障。 拐离干

道，竹林即刻显现出来。林与林之间就是村

民们的家，红砖，青瓦，排列得并不规整，颇

有点“见缝插屋”的味道。各家之间有蜿蜒

的水泥小道相连，既独立又联系紧密。行人

进到村里，不知哪家的狗先叫了起来，接着

是一片此起彼伏的犬吠，养在林下的鸡鸭不

甘示弱，“咯咯咯”、“喔喔喔”、“嘎嘎嘎”

地加起了和声……这是一幅任谁也不愿意

打扰的乡村美图！

三洞村村支书高永宽介绍说，这样的乡

村美图是村民们数年的心血之作。“之前，大

多数人是把自己院子里的垃圾扫到竹林下

堆起，堆多了就烧了。”2009年，村里建起了

垃圾房，逐步引导村民改正了在林盘上乱扔

垃圾的习惯；后来，得益于村公资金，村里修

起了水泥路，硬件环境提档升级，为进一步

提升村容村貌奠定了基础。

从那以后，镇、村两级开始向村民宣传

自我参与、自我管理、自我维护、自我监督

的“四自原则”，家家须首先做到“门前五

包”，保持院落内外干净、整洁，圈养鸡鸭

等，“最先， 村干部、 居民小组长会随时提

醒，后来各家就养成习惯了，很主动地‘五

包’。”

村民轮流打扫公共区域的 “值周”制

度随即推行。付素华家是在上月末值周的，

她本人是值周的主力，“一般6点钟起床，8

点钟左右就可以打扫完”。值周制度以村民

小组为单位，将三五户、或者十多户居民划

分为一个责任组， 每周安排1～2户家庭值

班，承担责任组内公共区域的保洁任务。

高永宽介绍说，本来，“值周”制度还配

有相应的惩罚办法，“一次不打扫就罚20块

钱，再请其他愿意打扫的人干活”。不过，到

现在，“值周”制度已经推行两年多了，这一

惩罚办法一次还没用过。

有特色：

保留竹叶笋壳， 维持林盘风情

作为林盘散居村落，“林” 是三洞村的

特色，在确保村落干净整洁的基础上，三洞

村还在想办法将特色保留、传承下来。

在竹林区域， 不论是值周的村民还是

村里的专职保洁人员，都“只拣不扫”，将

白色垃圾清理干净，保留竹叶、笋壳等。当

然，这些被保留下来的“原生态垃圾”仅限

在林下，林间的村落小道、居民院落前后是

不能有的。年复一年，竹叶、笋壳慢慢在林

下积累起来，现在已经有厚厚一层了，踩上

去软绵绵的， 它们既能为竹子的生长提供

养分，也成了林下圈养家禽的游乐场。

环境提升的同时， 村民的生活变得更

好。 高永宽已经在村委会里工作20多年了，

他亲自见证了三洞村这些年的变化，现在村

里通电、通光纤、通车，家家都有了除种地以

外其他的收入来源，生活越来越方便、越来

越环保。三洞村人之间的关系更是越来越和

谐，“早几年前，一年起码要调和几十起邻里

纠纷，后来就越来越少，今年到目前为止，一

次纠纷都没得”。

公共区域“包产到户”

大院变干净了

都江堰柳街镇黄家大院， 黄大爷正在

打理门前的院子，他身后屋子的外墙上，贴

着一封责任书， 明确了他门前的公共区域

为责任管属区。“现在这里鸟语花香， 但在

以前却是杂草成堆。”黄大爷说，如今黄家

大院已经被评选为“优秀院落”，这一切都

得益于民主院落管理委员会的建立。

柳街镇位于都江堰市最南端。其中，农民

集中居住区7个， 散居院落364个， 涉及农户

9954户、共3.2万人。柳街镇相关负责人说，散

居的农户院落像乱堆乱倒、乱搭乱建、乱摆乱

设等脏乱差情景随处可见，“公共区域的打理

成为了难题。”为改变现状，柳街镇将黄家大

院确定为试点，推进院落自治管理。由院落管

理委员会负责主持召开住户会议，倡议按每人

每年20元自愿缴纳卫生管理费，费用主要用于

民主选举出的院落保洁人员劳动报酬的补充。

同时，将各院落以户为单位，划分成若干个责

任区域，还建立评比激励机制，形成了自家院

落自家管、公共区域专人管的工作机制。据市

治理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柳街镇的整改经验将

在成都全市推广。

成都商报记者 刘文藻

成都商报讯（记者 王游之）

昨日上午，全

省群众工作先进事迹报告团在崇州市举行专

场报告会。7名报告团成员作了生动的宣讲报

告。人民满意公务员兰辉，群众的“好大哥”、

“贴心人”王加林，曹家巷自治改造领路人车

成志，“背篼法官”郭兴利，扎根边远彝村小学

的“最美乡村教师”马剑霞……昨天的报告

会令听众深受感动。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参

加报告会的听众有300余人，既有来自崇州市

各市直机关的党员干部，也有镇村负责人。

全省群众工作先进事迹

报告团走进崇州

四自原则

门前五包

值周制度

崇州市白头镇三洞村，道路非常干净

今日新村：

崇州白头镇三洞村

新气象：

全村经过2年多努力，

村容村貌得到本质提升，

恍如一个特色度假胜地。

成都正配合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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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娇等10名四川省十佳美德少

年；路玉婷等100名四川省美德少年。大会

向获得荣誉的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

位和道德模范代表颁奖， 受表彰的代表作

了会议发言。

吴靖平代表省委向受到表彰的文明典

型和道德模范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我们

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和省委要求，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创新载体，扎

实做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当前要重点抓

好七项工作：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全省干部群众“三

个自信”；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

学习教育， 汇聚谱写中国梦四川篇章的强

大正能量； 统筹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依法治省教育，推动形成崇德向善、厉行

法治的浓厚氛围； 深化拓展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进一步改善城乡综合环境、提升城

乡文明程度；提升志愿服务制度化水平，推

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开展； 抓好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 努力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

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 推动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更好地维护人民群

众基本文化权益。

紧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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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是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生物

制药等现代产业，培育新的增长点和发展动

力，实现城市提质升位、转型升级。

黄新初说， 医药产业是关系经济社会

发展、关系民生改善的重要产业，是可持续

发展的朝阳产业。 成都在这方面拥有良好

的产业基础、人才资源和市场前景。国药集

团是由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规模最

大、产业链最全、综合实力最强的医药健康

产业集团， 为成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对此，我们表示感谢。希望国药集

团从战略合作的角度出发， 把成都作为生

物医药产业的重要承接地， 布局更多具有

核心竞争力、市场前景广阔的技术和项目，

我们将全力提供优质的生产、生活、政务服

务，实现企业发展和城市进步双赢。

佘鲁林感谢成都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

对国药集团在蓉企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

说，自去年12月，双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

来，各项合作进展顺利。目前，成都既有良好

的发展态势，也有很好的投资环境，这进一

步坚定了国药集团立足成都、辐射西南的发

展信心。希望双方在医药产业各个领域开展

更为全面、深入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市领导李昆学、黄建发、苟正礼、杨伟

参加会见。

转变作风突出重点创新载体

努力开创全省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

黄新初会见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