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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月开始，住在锦江区双桂路街道的“上班

族”们办事更加方便了。社区公共服务站的服务时

间不但从过去的17时30分延迟到18时30分， 还直

接把服务“送”到了居民家门口，60多个服务项目

在小区里面就能办理。

这个便民之举， 倡导者正是双桂路街道党工

委书记伍华。从参加工作开始，她一直都在街道、

社区工作，已经20多年了。“过去，街道要管经济，

只要把经济指标弄上去了，一美遮百丑。现在锦江

区把街道的经济职能完全剥离，面对‘社区结构复

杂化、群众需求多样化、邻里关系陌生化’的城市

难题，我们的工作量反而更大，要求反而更高。”在

伍华看来，街道、社区工作虽然千头万绪，但自己

也有三大“秘诀”：带着感情、多点理解和换位思

考。也正因为多年来的一贯坚持，这位干练的女书

记才一直被群众视作“贴心人”。

群众的事儿

解决了的就打上钩钩， 暂时解决不

了的就备注一下，提醒自己。

虽然已经到双桂路街道多年， 伍华对水井坊

社区的老党员陈大爷还是印象深刻。

当年，伍华刚刚从街道到水井坊社区当书记，

就有人告诉她，陈大爷可是有名的“刺头”，既不

参加组织活动，也不配合社区工作。

“是不是他有啥子困难社区没有解决好？还是

社区的工作没做好，他不满意？”一番了解之下，伍

华对陈大爷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他家里确实有

困难，对社区有不小的情绪。“不管他有没有情绪，

但既然有困难，社区就不能不管。”伍华没有就此

放弃，继续坚持上门和他聊天，还帮他张罗工作单

位。看着如此执着的社区书记，陈大爷的态度也逐

渐改变了，“她是真的来关心、 帮助我的。” 伍华

说，只要你真的带着感情去了解群众，倾听他们的

诉求，才能让群众把你当做“贴心人”。

“李老师：自来水改造，居民出资800元，居民户

内改造到什么程度？”、“余孃： 二居的部分房屋漏

水，特别是卫生间……”伍华办公室的书柜里放着

好多笔记本，这是她这么多年来的工作笔记。随手打

开一本，随处可见这样的记录，旁边还打着“钩钩”。

“我到社区， 经常就会碰上群众跟我反映问

题。”伍华说，这些事情虽然都是小事，但却是群众

关心的事情。“我就把群众的姓名和事情记录在工

作笔记上，随时翻看一下，解决了的就打上‘钩

钩’，暂时解决不了的就备注一下，提醒自己。”

农民工的事儿

有些农民工几乎没有自我保护意

识，真是“可恨”啊！

在双桂路辖区各小区院落， 你能看到各种各

样的“家”：“居民之家”、“儿童之家”、“老年之

家”、“姐妹之家”、“工友之家”……曾经对社区、

对街道大事小事都挑刺的叶大姐， 如今成了小区

院落工作的积极分子， 她告诉记者：“正是伍书记

一直给我们传递的‘家’的理念感动了我。

伍华努力营造的“家”，不单为辖区居民，也包

括外来务工人员。“有些农民工几乎没有自我保护

意识，真是‘可恨’啊！”显然，伍华口中的“恨”，

是“恨铁不成钢”的“恨”。农民工通常是在亲朋介

绍下出来打工，对签订合同“感觉无所谓”；对工种

的认定也没有了解清楚，就可能因为完成质量达不

到监理方要求而得不到工资认定……

“但作为街道工作人员，我们还是应该多点理

解。”最后，伍华和同事们把相关部门、总承包商、

农民工等都请到一起，当面商量解决办法。晚上11

时多，街道办会议室仍是灯火通明。

现在，双桂路街道开起了农民工夜校、法制讲

堂等，帮助大家提高自我维权的意识。

社区里的事儿

社区很多上班族。要办事，说不定就

只能请假，应该给他们提供“零距离服务”

在街道办一楼的社区公共服务站门口， 一个

易拉宝被放在了醒目位置。上面的内容是，从这个

月开始，双桂路街道将在全区开展“流动公共服务

站”，服务时间为17：30～18:30，服务项目包括老

年证办理、技能培训登记、流动人口B超三查登记、

失业人员及大学生求职卡登记等。 还有一张详细

的时间安排表格， 清楚标明每个小区流动服务站

的时间安排和地点。

“社区里有老人，有孩子，更多的是上班族。他

们上班，社区上班；他们下班，社区也下班了。要办

事，说不定就只能请假。”延长公共服务站的服务

时间，再流动到院落（小区）里面，给“上班族”们

提供了“零距离服务”。

在双桂路街道，这样的创新做法还有很多。在

社区院落、 社区公共服务站等很多地方还贴着各

式各样的惠民政策明白卡。

自2013年9月开始实施72小

时过境免签政策以来，成都（中

国西南部的四川省省会）的旅游

业发展迅猛。

该政策允许（包括美国、澳

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持有第

三国有效签证和联程机票的51

国公民，可在不持有中国签证的

情况下，在成都行政区划内停留

三天。

据成都市旅游局报告显示，

2013年9月至12月， 共有692900

名海外游客来蓉旅游，同比增长

19.55%。

2013年，成都的游客总数达

15500万，同比增长12.1%。

2013年，成都的旅游业收入

超过1330亿元（$214亿），同比

增长近27%。

在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实

施后，成都市旅游局成立了成都

旅游联盟，该联盟成员涵盖全市

的主要旅游机构和企业，如旅行

社、酒店和机场等。

成都旅游联盟是一个非营

利性机构， 它成立的目的是：保

证游客在体验72小时免签政策

带来的便利性的同时，让游客享

受到最好的服务。

成都市旅游局副局长和育东

说：“我们成立该联盟的目的是

为了保证所有旅游企业能以合理

的价格提供高品质的服务。”

同时，成都旅游联盟还出版

了游客指南，为游客提供旅游小

贴士和有关成都的旅游信息。

作为推广活动的一部分，成

都旅游联盟邀请了1000名外国

游客来成都免费旅游，还赠予每

人一份旅游小册子和免费 “熊

猫卡”。

当地一家金融服务公司发

行的熊猫智能卡可以用来购买

公共交通车票、电影票和景区门

票，熊猫智能卡的持有者还可以

享受折扣。

为了满足游客的需求，旅行

社提供成都市双流国际机场和

成都各著名旅游景点之间的免

费往返班车。

成都市旅游局还通过BBC

和CNN频道宣传了成都， 以及

推出了一些成都旅游新线路。

成都市旅游局副局长和育

东说：“2014年，对成都市旅游业

来说， 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

我们将继续发展并完善旅游市

场，让它变得更加成熟。而且，旅

游业的所有部门都应该为游客

提供最好的服务。”

成都是中国第四大航空枢

纽。截至2013年年底，双流国际

机场已拥有71条国际航线，居中

西部地区首位。

据成都市旅游局介绍，今年

下半年成都还将开通直飞旧金

山和仰光的航线。

目前， 成都市旅游局正在

制定新规， 鼓励旅游联盟的成

员单位以相对低廉的价格为过

境旅客提供优质服务。 现已计

划在机场和市中心设立更多的

免税商店。

成都拥有252家 “世界500

强”企业，商务旅行和展览会在

这里也受到高度重视。

“来成都参加会议和展览会

的商人相当多，这是一个巨大的

市场。”和育东说。

随着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的实施，越来越多到中国的商人

想来成都， 而不是北京或者上

海。中国西南美国商会项目经理

薛莲这样评价道。

（中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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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参加工作开始， 伍华一直都在

街道、社区工作。街道、社区工作虽然

千头万绪，她总是坚持三大“秘诀”：

带着感情、多点理解和换位思考。也正

因为多年来的一贯坚持， 这位干练的

女书记才一直被群众视作“贴心人”。

伍华

双桂路街道党工委书记

面

孔

4月10日，《中国日报》刊发《“成都：72小时过境免签”

刺激蓉城旅游》一文，文章以成都实施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为切入点，对成都旅游业发展情况、航空枢纽建设以及为方

便72小时过境游客所采取的有效措施等进行了介绍。

“成都：72小时过境免签”

刺激蓉城旅游

的

我们身边 清风正气

按照产城一体的思路，郫县

全力打造生态经济区，大力推进

三次产业生态化、 高端化发展，

促进产业和城市良性互动发展

……在郫县的每一寸土地上，都

涌动着巨大的商机。

以有机农业、示范农业、观光

农业、 农业科技总部和农产品精

深加工业为重点， 着力把生态都

市农业做“精”。大力发展以有机

蔬菜、花卉苗木、高端种苗、珍稀

食用菌为重点的绿色有机农产

品， 培育壮大一批科技农业示范

园区。 大力发展一三互动的乡村

旅游产业， 引进和培育一批集培

育研发、观光展示、市场交易为一

体的精品苗木示范区。 这里培育

出了中国西南最大的鲜盆花基

地、最大的韭黄基地，榕珍菌业占

有了全市70%的市场份额， 体现

了农业产业集约化、 高端化发展

的优势。

成都商报记者 张强

郫县：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

生活在郫县， 你可以

在绿树环绕的农家乐中放

松身心， 在碧波荡漾的古

蜀水乡三道堰河边洗去疲

惫， 在唐昌镇战旗村妈妈

农庄薰衣草田尽展浪漫情

怀……

创业在郫县， 这里有

沃尔玛、欧尚、当纳利等世

界500强企业竞相入驻，清

华智创慧谷、 北大科技智

慧谷、 成都融智工业设计

产业孵化园三大高端项目

相继落户……

地处成都平原腹心的

郫县， 正形成以生态为核

心， 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

环境和产业培育体系，越

来越受到国内外知名企业

的青睐，正成为投资、创业

者们的天堂。

新的发展时期， 地处

成都西门口的郫县， 提出

了建设“成都西门口卫星

城”的战略目标，强化郫

县在“大成都”的功能定

位， 提升郫县区域品牌和

区域价值， 推动经济社会

又好又快发展。

从2012年至今，郫县已经连续3年蝉联四川最具

投资价值城市。 究竟是什么优势让郫县能够在众多

竞争城市中脱颖而出呢？

从区位优势和空间优势来看，郫县距离中心城

区近，犀浦事实上已经和中心城区连成一片、实现

了无缝对接。同时，到2020年，郫县卫星城的规划范

围达到93平方公里， 有很大的城市资源和空间。结

合卫星城的建设和镇域实际情况，郫县还同时提出

打造一批具备承载能力和产业支撑的特色镇。巨大

的发展空间更是成为许多投资人看好郫县的重要

因素之一。

从交通优势看， 轨道交通与县域内的高速公

路、城市干道、区间道路、快速通道、支线公路和镇

村道路一起， 形成了郫县纵横交错的立体交通网

络。金牛大道、西华大道等4条快速通道连接中心

城区，绕城高速、第二绕城高速都贯通郫县，成灌

快铁、地铁2号线均已通车运营。与路网建设同步

的是交通运输能力的不断提升， 郫县还开通了26

条与省内主要市（州）的长途客运专线，货运通达

全国直达江海，联结省市，辐射海外，物流通畅快

捷，极大地方便海内外客商。

郫县处在成都西边， 上风上水， 生态环境非常

好，历史人文资源丰富，生态田园特色非常鲜明，为

生态型的高品质卫星城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得天

独厚的水资源，滋养了郫县的花草植被，使郫县成为

一座被鲜花绿树簇拥的城市，铸就了“中国盆景之

乡”的美誉。现在的郫县，县城建成区绿地率达39%，

绿化覆盖率达43%，人均拥有公园绿地10平方米。

城市是一个区域发展的龙头引擎， 产业则是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为强化西门口卫星城的

产业支撑，郫县以“两园一总部”（小微企业创新

园、智慧科技园、建筑业和房地产总部基地）为抓

手，打造新型高端产业载体，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

整优化和转型升级，全面推进西门口卫星城建设。

郫县科技资源富集，驻县高校19所、国家级实

验室31个，两院院士19名，副教授以上专业技术人

才近5000名，在校大学生25.3万人，成为建设小微

企业创新园的重要资源优势。

规划的小微企业创新园划定了生产加工、创

新孵化和配套服务3个功能区。从郫县发展的实际

出发，以发展具有创新能力的小微企业为核心，以

“创新驱动、生态环保、集约高效、产城一体”为目

标，打造效益型、低碳型、立体型创新产业园区。

总部经济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高端， 占地少、无

污染、税收贡献大、带动效应明显。郫县发挥自身的

区位条件、生态环境、智慧城市、卫星城建设等综合

优势，着力打造比较优势，引进建筑业和房地产业

区域性总部或管理性公司，培育壮大总部经济。

“我们正是看好郫县未来发展才最终选择这里

的。”近日，中建一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任传彬这样告诉记者。该公司拟投资3亿元，在郫

县犀浦镇建设总部基地项目。

对于落户郫县，他表示，之前公司也曾考察过

多个地方，是郫县的投资环境、政策吸引了他们，

“作为企业，特别看重政府办事效率，而郫县在这

方面交出了很好的答卷。”

去年，清华智创慧谷、北大

科技智慧谷、成都融智工业设计

产业孵化园三大具有引领意义

的项目，相继签约落户郫县。

与此同时， 郫县还坚持集

中集群集约和“环保、低碳、科

技、高端”的发展思路，大力推

进工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促进产业链从低端向中高端转

变，平面工业向楼宇工业转变，

园区企业从传统加工制造型向

科技型、总部型转变，形成高端

产业聚集区， 并进一步发挥规

模效应。预计到2015年，成都现

代工业港将建成一个经济总量

过1000亿元的特色产业园区，

重点培育两个产值过200亿元

产业集群。

在“成都西门口卫星城”建

设中，郫县提出了打造“一轴两

心五区”。

一轴是以金牛大道20公里

为城市中轴， 成为城市生态景

观廊道、 高端商务聚集带和城

市会客厅；两心是以郫筒、犀浦

为重点的两个城市中心； 五区

分别是创新科技和智慧产业功

能区、 郫筒行政文化商务功能

区、 犀浦红光现代商务商贸功

能区、 安靖湖滨湿地和高端商

务旅游文化功能区、 德源生产

性服务业功能区。

这些具有特色的产业聚集区

将为郫县产业发展带来更大的空

间。本次“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

活动签约仪式上， 重庆市康德实

业投资23亿元， 在郫县郫筒镇建

设蓉西中央大街商业综合体。华

夏西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同样

出手不凡， 投资20亿元在郫县德

源镇建设昆百大广场， 集大型购

物中心、国际家居中心、写字楼、

儿童教育、餐饮旅游、休闲娱乐、

住宅等业态于一体。

连续3年蝉联

四川最具投资价值城市

两园一总部：产业升级的火车头

新型工业

打造生态高端千亿产业园

现代服务业

构建最具活力的特色产业聚集区

生态农业

建设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区

水润蜀都，生态郫县

现代服务业发展风生水起

轨道交通四通八达

郫县，一座崛起的生态新城 郫县宣传部供图

小微企业创新产业园效果图

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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