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主城区低保标准

下月起提高至500元

成都商报讯（记者 辜波）

从11月起

成都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迎来

新一轮提高， 中心城区居民低保标准由

家庭月人均收入430元提高至500元。通

过此轮调整， 二圈层的低保标准正缩小

差距、三圈层低保标准逐步实现统一。

此轮具体调整幅度为：锦江区、青羊

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及成都高新

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家庭月

人均收入430元提高到500元。青白江区、

新都区、温江区、双流县、郫县、天府新区

成都直管区统一提高到450元；龙泉驿区

维持500元不变。金堂县、大邑县、蒲江

县、新津县、都江堰市、彭州市、邛崃市和

崇州市统一提高到400元。

近年来，成都低保标准一年一调。2011

年， 成都五城区及高新区城市居民低保标

准，由家庭月人均收入300元提高到330元。

2012年又提高到380元，去年提高到4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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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73���成都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成都商报社出版 第7089期 总编辑 陈海泉 值班副总编辑 杨晓阳

今日16版

2014年10月11日 星期六

农历甲午年九月十八

今日导读

02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张魁勇）

昨日，

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召开第六次会议，传

达贯彻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及

近期有关会议精神， 听取依法治市工作推

进情况及对各区（市）县督查情况汇报，安

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省委常委、 市委书

记、领导小组组长黄新初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领导小组副组长

邓修明出席会议。

黄新初在讲话中指出， 法治是现代文

明的突出标志，是当今世界的发展大势。党

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事关党

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 首次提出建

设“法治中国”的重大论述，吹响了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军号

角。特别是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

专题研究依法治国， 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

还是首次， 标志着法治正成为我们党治国

理政最基本的方式和最鲜明的特征。 具体

到一座城市， 法治环境是城市政府管理水

平、 市场发育程度和社会文明进步的综合

体现， 是决定城市整体形象和核心竞争力

的关键因素。实践经验深刻表明，哪里的法

治环境好，生产要素就向哪里汇聚、人才资

源就向哪里集中， 发展强势也就在哪里形

成。当前，成都正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大

都市。无论是现代化，还是国际化，其重要

支撑都是法治化。离开了法治化，现代化和

国际化将是沙中筑塔， 不仅推进过程举步

维艰，而且已经取得的成果也难以保障。大

家务必充分认识依法治市的极端重要性和

紧迫性， 始终把这项战略工程摆在工作全

局的突出位置，切实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黄新初强调， 依法治市是涵盖多个领

域、牵涉多个环节的系统工程，要坚持科学

工作方法， 做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

合。整体推进，就是要注重各项工作之间的

关联性、耦合性和互动性，善于从面上加强

顶层设计，确保各项工作相互衔接、彼此支

撑。但是，整体推进并不是齐头并进，要按

照《成都市依法治市实施纲要》总体部署，

坚持点面结合、以点带面，着力在“一子落

而满盘活”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用力使

劲。重点是抓好四项工作：一要“立良法”，

不断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和程序， 坚持民主

立法、科学立法，切实提升立法的针对性、

及时性和系统性。二要“施善治”，坚持把

法治贯穿于各个领域、 各个环节、 各个方

面，善于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方式想问题、作

决策、干工作，真正做到依法执政、依法行

政和依法司法。三要“建公序”，把维护经

济社会公共秩序作为依法治市的重要内

容，切实加大对食品卫生、环境保护、社会

治安等领域的执法力度， 规范各类主体依

法行为。四要“树信仰”，在依法治市过程

中，不仅要从“行动层面”立良法、施善治、

建公序，而且要从“思想层面”树信仰，重

点是把法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的重要内容，突出抓好“法律七进”，

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熔铸

到人们的精神血脉和具体实践中， 推动人

们形成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

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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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讯（记者 辜波）

住建部

和国土资源部日前确定了全国14个城

市开展划定城市开发边界试点工作，

首批试点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和成都

等城市。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市规划

局了解到，目前我市正积极开展城市

开发边界的划定工作。由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牵头编制的我省《城市开发边

界划定导则》 也已通过专家审定，正

交由相关部门审核。未来发布后，所有

城市均需照此划定开发边界， 并将其

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导则技术组负责人、 成都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院长曾九利接受采访时介

绍， 城市开发边界是划定可进行和不

可进行城市开发建设区域之间的空间

界线，是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在科

学预测城市终极规模的基础上， 考虑

种种不确定因素后划定的控制边界。

目前， 成都正积极开展城市开发边界

的划定工作， 这对于优化成都市空间

发展格局，明确城市建设的禁区，防止

城市无序蔓延， 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

率等将起到积极作用。

黄新初在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强调

法治化是现代化国际化的重要支撑

坚持把依法治市摆在全局突出位置

邓修明出席

划定城市开发边界 四川将有官方指南

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将首次专题研究依法治国，这标志

着法治正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最

基本的方式和最鲜明的特征。此背

景让昨日召开的市依法治市领导

小组第六次会议不仅具有了特殊

意义， 而且成为了一次谋在先手、

干在前列的准备会、动员会。

法治是现代文明的突出标

志，是当今世界的发展大势。在强

调公平正义的现代社会， 一个国

家的政治文明必然首推 “法治文

明 ”， 一个民族的精神必然首推

“法治精神”。

具体到一座城市，法治环境是

城市政府管理水平、市场发育程度

和社会文明进步的综合体现，是决

定城市整体形象和核心竞争力的

关键因素。 实践经验深刻表明，哪

里的法治环境好，生产要素就向哪

里汇聚、 人才资源就向哪里集中，

发展强势也就在哪里形成。

当前，成都正加快建设现代化

国际化大都市。无论是现代化，还

是国际化， 其重要支撑都是法治

化。对成都而言，推进依法治市首

先是要更加突出依法治市的工作

摆位，始终把这项战略工程摆在工

作全局的突出位置。

法治大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工程，涵盖多个领域、牵涉多个环

节，需要做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

相结合。依法治市也有它的内在纲

目，只要找准方向，方法得当，就能

事半功倍。而这一纲目就是《成都

市依法治市实施纲要》。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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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依法治市，

增进人民福祉是最终落脚点

□

本报评论员

居家养老服务由谁来买？买什么服务？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由省财政厅会同

省民政厅制定的《四川省政府购买居家养

老服务实施办法》已开始试行，试图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构建我省居家养老

支持服务机制。该《办法》也成为我省确定

今年首批开展6项购买服务试点后，首个正

式出台实施办法的试点项目。

《办法》划定了当前阶段居家养老支

持服务的三类具体对象： 即60周岁以上的

散居城镇“三无”老人、散居农村五保供养

对象；60周岁以上的居家养老城乡低收入

家庭中的失能老人、残疾老人和独居老人；

城乡低收入家庭中80周岁以上居家养老的

老人。

居家养老服务的购买主体为基层政

府，包括市（州）、县（市、区）、乡（镇）人

民政府及街道办事处。对于承接主体，即卖

方，并不局限于养老机构。《办法》明确主

要有各级公办养老机构、民办养老机构、城

乡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其他社会养老服务

组织，以及有组织的公益性岗位社工等。

《办法》规定，凡符合条件并愿意接受

居家养老支持服务的老人， 由本人或其亲

属，向居住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提出申

请。经初审合格的，报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审定。

可以购买的内容包括，助餐、助浴、助

洁、助急、助医等居家养老支持服务。具体

服务内容和服务对象数量等， 由购买服务

的民政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研究确定，

并以签订服务合同的方式加以具体明确。

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居家养老服

务的经费标准，《办法》亦有涉及，以提供

服务覆盖的对象人数计算， 平均每人每年

不低于300元。所需资金，由省、市、县三级

分担。 省级财政按最低标准的35%给予补

助，其余部分由市、县财政根据当地实际情

况统筹安排。《办法》要求，民政部门还应

对服务合同履行情况进行跟踪和测评，对

年度服务满意度低于85%的， 应暂停与该

单位续签购买服务合同。

成都商报记者还了解到，今年3月省政

府办公厅发布《关于2014年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重点任务安排意见的通知》， 要求构

建居家养老服务支持机制覆盖100万人，为

困难家庭的失能老人和80周岁以上高龄老

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支持。 明确规定构建

居家养老服务支持机制的经费只能用于支

付购买服务，不得直接发给服务对象。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吃饭洗澡上医院 居家养老政府买单

省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办法试行，平均每人每年不低于300元

60周岁以上的散居城镇“三无”老人、散居农村五保供养对象

60周岁以上的居家养老城乡低收入家庭中的失能老人、残疾老人和独居老人

城乡低收入家庭中80周岁以上居家养老的老人

服务

对象

构建“8+1”专项工作负责制，确立“1+2+N”梯度推进计划体系，依法治市

办下设调研督查组专门进行调研、督查……成都依法治市工作正有序推进

今日关注：督查落实与体制建设

3种方式督查依法治市

结果纳入区县绩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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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当的哥3个月 送还乘客俩手机

打车去十陵

不到10公里都喊价70元

成都商报记者调查市区到十陵打车“潜规则”，从市二医院到十陵

街道办，两个的哥都喊价70元，原路回市区，打表只要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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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杂交水稻之父”袁

隆平领衔的超级杂交稻第四期

亩产千公斤攻关在湖南溆浦县

进行现场测产验收，最终确定百

亩片平均亩产为1026.70公斤，

成功实现攻关目标,84岁高龄的

袁隆平来到现场

超级稻

亩产破千公斤

没获诺奖的袁隆平：

下个目标亩产1500公斤

从2000年第一期目标的亩

产700公斤、2004年第二期的亩

产800公斤、2011年第三期亩产

926.6公斤， 到2014年的亩产

1026.70公斤， 我国杂交水稻育

种研究在14年里取得了令世界

瞩目的“四连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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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公斤 四连跳

为儿童权利奔走

他俩获诺贝尔和平奖

今天上班 悠哉优惠不断

国足昨晚主场3比0击败泰国残阵复仇“1比5惨案”，成都商报独

家揭秘国足官方海报背后的设计团队

国足官方海报

是他们设计的

大周末06

2014成都创意设计展今日开幕

在新会展中心举办，将持续到14日，展品超过50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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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周末03

葛红林在调研污水治理及中水利用工作时强调

进一步突出技术创新和应用

持之以恒深化城乡水环境综合治理

葛红林在研究中心城区转型升级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努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加快推动中心城区提质升位转型升级

昨日，袁隆平在湖南省溆浦县横板桥乡红星村超级杂交稻试验田查看稻穗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