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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医联体82个
实现全覆盖

每年每村至少40万
财政专项经费服务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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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至上，描绘最温暖最厚重的“共享画卷”
□成都商报评论员 刘琴

民生“小”事

成都交出
大答卷

率先成立社治委强化惠民工作保障力

为破解社区“九龙治水、各自为政”难题，2017年8月，成都市推
进社区治理重大改革，在全国率先实现市县两级党委成立专司社区
发展治理的工作机构，即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负责统筹指导、
资源整合、协调推进、督促落实，以强有力的组织领导，确保保障和
改善民生的各项举措落地落实。市县两级社治委强化体制机制创
新，通过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小切口，探索特大城市治理能力和治
理体系现代化。

313项证明砍至15项社区减负增效

2017年4月，《成都市村（社区）证明事项保留清单》出台，将原来
的313项证明事项“砍”至仅保留15项。对清单保留的证明，在网上公
布证明“范本”。这一被称为“最大力度”的“减证便民”行动，让群众少
跑腿，给基层组织减了负，倒逼政府部门工作由“避责思维”向“负责
思维”转变，社区居委会也逐步将主要精力回归到居民自治上来。

实施“五大行动”改造棚户区22530户

成都大力实施老旧城区改造、背街小巷整治、特色街区创建、社
区服务提升、平安社区创建“五大行动”，并制定三年计划，以人民群
众身边切实可感的发展变化取信于民。2017年，成都市累计改造棚
户区22530户、城中村7427户、老旧院落920个，整治背街小巷
1339条，完成“两拆一增”150处，21项重点计划任务全面完成。

3年投资890亿公服设施“三年攻坚”

2017年9月，成都启动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三年攻坚”行动。以
市民需求为根本取向，对8大类18项公共服务设施分区、分类、分年度
制定。8大类分别指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行政管理、社区服务、市
政公用、商业服务，具体涵盖中小学、幼儿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农贸
市场、文化活动中心等18项。至2020年，成都中心城区将新建公共服
务设施2557项，总投资约890亿元，初步建成“15分钟公共服务圈”。

去年打通90条断头路

为进一步完善路网体系、推动区域发展、改善城乡环境、提高
民生福祉，成都市自2016年起开展“断头路”专项建设工作。2017
年，全市共打通“断头路”90条，总长约54.5公里，完成了120条道
路黑化维护，对15个路口实施“短平快”工程改造。

成都地铁正式迈入“井+环”线网时代

2017年成都新开通地铁运营里程71公里，开通运营总里程较
去年年底增加了66%，线网运营里程达179公里。随着4号线二期、
首条机场专线10号线、首条环线7号线的开通，成都地铁正式迈入
“井+环”线网时代，切实提高市民出行可达性。成都已成为国内第7
个实现单日客运量突破300万乘次的轨道交通城市。

3年建设200个社区养老院

《成都市社区养老院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明确，
到2018年成都将建成200个社区养老院，单个养老院的规模不少
于30张床位。2017年，成都建成社区养老院67个，改造和筹建养老
服务床位1.3万张；建成城乡社区日间照料中心722个，解决了大部
分居家老人面临的养老资源和医疗资源匮乏的困境，打通了居家、
社区、机构养老的界限。

成都积极实施中小学、幼儿园建设“三年攻坚”行动计划。近三年内，
新建成460个公办幼儿园，新增学位13.6万个，极大地提升了公办幼儿
园学位覆盖率；新建、改扩建中小学120所，新增学位10万个，有效缓解
了义务教育段学位紧缺和学位结构性紧张问题。目前，全市3~5岁幼儿
入园率达99%以上，公办和公益性幼儿园学位覆盖率达85%以上。

截至2017年底，成都全市组建纵
向型、紧凑型医联体82个，实现对各级各
类三级医疗机构、所有县级公立医院、所
有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
盖。2017年完成投资7.41亿元改善乡镇
卫生院硬件水平，并启动基层卫生人才
队伍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组建家庭医生
团队2175支，共签约799.88万人。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在全市活产数
攀升，达到23.6万高峰，高危孕产妇占比
52.9%的背景下，成都孕产妇和婴儿死
亡率首次控制到5/10万、3‰以下。

成都市财政每年为每个村（社
区）提供不少于40万元的服务群众专
项经费。5年来，全市共投入服务群众
专项经费45亿多元、融资4.45亿元，
实施各类项目96597个，“干什么、怎
么干、干到什么程度”交由群众决定，
形成了“有钱办事”和“民主议事”的
常态化推进机制。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3年建成460个公办幼儿园新增学位13.6万个

制图 黄敏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五年多时间过去，这一掷地有声的承
诺，已是中国大地上一幅幅多彩民生
画卷的鲜明主题。

已进 2 月，但新年的钟声仍在耳
畔回荡。今年元旦，习近平总书记第五
次发表新年贺词，一句“把为人民造福
的事情真正办好办实”，平实亲切，传
递真挚的为民情怀，凸显强烈的使命

担当。连续五年，“人民”一词，都是总
书记新年贺词中的重要主题，引奏最
温暖人心的新年序曲，催响最振奋人
心的奋斗旋律。

就在 11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
深入四川大凉山腹地，走进彝族贫困
群众家中，看实情、问冷暖、听心声。党
的十八大以来，民生始终是习近平总
书记念兹在兹的重大关切。“以人民为
中心”，成为贯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主旨主线。这一
信念与理念的指引下，开创了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新局面。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
容，为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

向前进提供了价值遵循。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引，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成都，正在铺
开一张最温暖，最厚重的民生画卷。

2017 年 5 月，成都武侯区金花桥
街道金花社区居民李丽珍正式签约金
花桥卫生服务中心，从此，她有了专属
的家庭医生。在此前后，全城已有
439.7 万居民与家庭医生签约。到年
底，全市签约服务率达到50%。

一个切片，可见全景。过去一年，
成都共建共享硕果累累。地区生产总值
（GDP）迈上13889亿元新高，新登记市
场主体46.4万家，新引进青年人才11万
人，新增就业27.61万人；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同比增长8.4%、9.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城乡社
保待遇稳步提升，医药卫生、教育体制
改革深入推进，脱贫攻坚成效显著，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创新高；科技创新、重
大工程建设捷报频传，全面创新改革建
树喜人。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能迸
发超乎想象的伟力。这份成绩单，深刻
诠释了“人民城市为人民，人民城市人
民建”蕴含的朴素而深刻的哲理。

走进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成为
时代主题。城市发展当然各有传承、各
有特色，但“人民”是永恒的“关键词”。
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成
都提出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城
市”，这，成为成都孜孜以求的奋斗目

标，成为成都永续发展的最高境界。
放眼成都。轨道、绿道，两“道”并

行，正在重塑成都城市格局，改变成都
城市形态，城市更“绿”了，人们生活更

“潮”了；走进街道、社区，一个个“15
分钟生活圈”正在成型，邻里守望、打
破“陌生”，城市更有温度，生活更有质
感；走进一个个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点，“生产有记录、流向可查证、质量可
追溯、责任可界定”，让爱美食的成都人
既享美味，又得放心。“五中心一枢纽”
建设，正在增强成都人得享高品质生活
的底气；全面拥抱新经济，正在为成都
人培育永享高品质生活的新动能；创新
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打造“三城三都”，
更顺应了成都人生活追求从“物质富

足”向“精神愉悦”转变的发展趋势。
春雨润无声，瑞雪兆丰年。视“生

活城市”为最高境界的成都，正在全面
增强公共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就业和
社会保障水平、全面加强和创新城市
治理、全面塑造发展环境提升城市软
实力、全面加强人居环境建设。春雨滋
润下的“生活”成都，一个个张弛有道
的成都人，正“慢下脚步、静下心来，亲
近自然、享受生活”。

民生大如天，民生无止境。“我们
的民生工作还有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
方，这就要求我们增强使命感和责任
感，把为人民造福的事情真正办好办
实。”习近平总书记的叮嘱言犹在耳，
成都事，大有可为；成都人，大有奔头。

院落议事会
民情茶叙日
社区坝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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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庙会试灯
再现汉代锦绣天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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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年味大巴
赏成都文博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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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常菜 跨界菜
你来提议学哪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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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国 知 名 咨 询 公 司 Brand
Finance近日发布的“2018年全球
品牌500强”报告显示，中国上榜
品牌连年攀升，在全球品牌500强
价值占比从3%提高至15%。

报告显示，共有22个中国品牌
进入了全球100强品牌，较2017年

增加了6个。它们分别是：中国工商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阿里巴巴、中
国移动、中国银行、国家电网、腾
讯、华为、中国农业银行、平安、中
国石油、中国建筑、中国电信、中国
石化、微信、茅台、百度、京东、招商
银行、恒大集团、浦发银行和五粮

液。报告称，“中国品牌的增长不及
局限于科技领域。”“随着中国成为
全球制造业的中心，中国品牌正继
续以惊人的速度缩小与美国品牌
的价值差距。这表明中国企业越来
越重视品牌建设力度，品牌越来越
全球化。” （新华社）

中国品牌全球排名节节高“中国制造”升级显成效

去年9月6日，地铁10号线一期开通运行，一位小宝宝兴奋地在车厢里爬行

年味巴士上的歌手正表演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