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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府新区鹿溪智谷观景台旁，一台智能
终端屏吸引了不少游客的注意，轻触屏幕上的
按钮，智能终端屏立即就会有回应。“厕所在哪
里？”“距离约113.9米，步行约2分钟，跑步约1.5
分钟。”这就是鹿溪智谷绿道的“人机交互”，市
民不仅可查询天气、位置等，还能玩游戏。

今年春节，全市向社会开放了多处绿道，
其中不少还成为了朋友圈中的“明星”，如号称

“最智慧”的绿道——天府新区鹿溪智谷绿道，
这里不仅拥有人机智能互动游戏，全线wifi覆
盖的绿道，还有创客咖啡、创客沙龙。

全长16920公里的天府绿道，已成为一项最
具代表性的惠民工程，今年2月初，成都市召开

“天府绿道建设工作推进会”，全市扎实推进天
府绿道建设工作。截至2018年1月底，已编制多

层级规划和方案50余项，全市共投入建设资金
119.25亿元，开工建设绿道1178公里（其中，区域
级215公里、城区级453公里、社区级510公里），
建成785公里（其中，区域级178公里、城区级221
公里、社区级386公里）。它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绿
满蓉城的盛景，还有市民对美好生活的获得感。

在区域级绿道规划建设方面，“一轴”规划
体系基本形成、“两山”进入调研规划阶段、“三
环”建设有序推进、锦城绿道顺利推进、田园绿
道开展前期工作、“七带”部分区域启动示范段
建设。其中，熊猫绿道基本成形，锦城绿道已完
成锦城湖至成渝立交绿道约63公里。城区级社
区级绿道规划建设方面，各区（市） 县2017年
建成607公里，今年计划建成1436公里。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摄影记者 王红强 王天志

成都市纪委十三届三次全会将于
今日召开，本次全会将绘就新一年的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蓝图。回
首2017年，在四川省纪委和市委的坚
强领导下，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旗
帜鲜明讲政治、认真把握新规律、积极
探索新举措，聚焦监督执纪问责，扎实
推进“七大工程”建设，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成效。全市检举
控告类信访举报在2016年下降8.8%的
基础上再下降12.8%；党风廉政建设社
会评价指数达到86.83，比2016年上升
1.41，再创新高。

736人因“不作为慢作为”被问责

市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在严
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方面，成都严查快
办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对抗组织审查等
问题49件51人。在严把干部选拔任用和
换届提名人选的政治关、廉洁关、形象
关方面，市纪委出具党风廉政意见1297
人次、对有关人选“放下”5人。

成都还加大了对中央和省委、市
委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的专项监督
检查力度，紧盯不作为慢作为问题，去
年共问责525件736人。在扶贫领域

“3+X”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中，处置问
题线索111件，立案审查70件。

2017年，成都进一步创新方式方
法紧盯“关键少数”，直面问题严肃追
责问责，在全市范围自上而下多层次、
全覆盖开展述责述廉，对主体责任检
查考核、全省社会评价指数排名靠后
的4个区（市）县和10个市级部门的党
政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对履行管党
治党责任不力的276名党员干部、78个
党组织实施问责。

重拳治理“微腐败”，1739人被查处

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
伸，2017年5月起，成都紧盯矛盾突出、
问题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的行业和领
域，重拳出击专项治理“微腐败”，推动
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地落细落实，进
一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
度。成都还通过印发《开展专项治理

“微腐败”工作实施方案》和各阶段工
作安排，推动全市面上工作有序有力
开展。同时印发《成都市治理“微腐败”
工作办法（试行）》，建立健全“严肃查
处、通报曝光、反思剖析、回访督改、反
馈促建”等制度机制，促进治理“微腐
败”常态长效。

去年，成都对“微腐败”问题线索
“清仓起底”2385件，立案“微腐败”问题
1892件2068人，查处1611件1739人，追

责问责336件416人，公开曝光578件689
人。在纠正“四风”、加强作风建设方面，
成都去年共立案查处了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问题218个、处分285人。

去年立案审查厅局级干部8人、
县处级干部177人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成都坚
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决减少
腐败存量，重点遏制腐败增量。全市共
处置问题线索7835件，增长0.82%，立
案3816件、处分3994人，同比分别增长
17.63%、23.12%，其中立案审查厅局级
干部8人、县处级干部177人。同时，进
一步加强反腐败协调，加大追逃追赃
力度，追回“红通”人员1名，成都市涉
及的两名“红通”人员已全部追回。

去年，十三届市委启动了对11户
市属国企和5所市属高校的第一轮巡
察，发现问题967个，报送重要问题线
索99件。对市交委、市农委、简阳市开
展扶贫领域专项巡察中发现问题77
个，报送重要问题线索15件。针对“熟
人社会”羁绊，成都还在青白江区和新
都区探索开展交叉巡察试点，积极探
索破解人情社会的有效举措。同时，持
续推进区（市）县党委巡察，全市22个
区（市）县均成立了巡察工作机构，共
巡察221家单位，发现问题5959个。

57万余名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
员实现监察全覆盖

1月23日，成都市召开市监察委员会
成立大会，市监委正式挂牌成立。

市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成都市
始终把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作
为重大政治任务，坚持全市“一盘棋”，
科学制定改革工作方案，深入细致做
好思想政治工作，顺利完成人员转隶
和市、县两级监察委员会组建，共转隶
342人，监督对象增加40.87万人，实现
对57.79万名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监察全覆盖。

成都还将2017年确定为党风廉政
建设制度执行年，形成《加强市属国有
资产监管健全风险防控机制的若干规
定》等系列制度规范。

为深化派驻机构改革，成都制定
出台《关于加强市纪委派驻机构建设
的实施意见》，采取单独派驻和综合派
驻相结合方式，将派驻机构由75个减
少到35个。

2017年，市纪委分两批对8个区
（市）县纪委开展系统巡察，发现问题
154个，从严查处纪检监察干部违纪问
题26件26人。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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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300万老年人老有所养？
发展养老服务业 成都将“三步走”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
已占成都户籍人口的两成以上，在成都居住着近
300万老年人。如何让这些老年人老有所养，是成
都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城市的重要一环，并
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成都市民政局局长张孝军表示，成都提出养老
服务业发展“三步走”，计划到2020年，形成以居
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
养老服务体系，更好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

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成都按照15
分钟养老服务圈的要求，在各个社区陆续建
成日间照料中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为
老年人提供免费、低偿或者有偿的服务。

据成都市民政局局长张孝军透露，目前城
市社区建成日间照料中心1478个，在农村社区
建成日间照料中心936个，建成农村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150个，建设居家养老综合服务信息
平台9家。这些数字的背后，正是成都加快建设
养老设施的工作成果。去年以来，开展的养老
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对养老设施进行安全改
造，养老服务设施和服务质量明显改善。

“关爱地图”是成都在养老设施建设中，
开展的“互联网+养老”模式的特色工作。通
过这张图，可以看到我市老人分布情况、身体
状况、经济来源及养老服务需求；可以看到全
市各类养老机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等养老
服务设施点位的布局情况及他们所提供的服
务内容，可以让养老服务更加便利、更加精
准，解决养老资源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张孝军表示，目前，我市各区（市）县已
建成养老服务数据平台19家，今年区（市）县
将全面建成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实现全市数
据融合，构建覆盖全市的“关爱地图”。

加快养老设施建设方面，成都还为老年
人推出了不少优惠政策。记者了解到，目前
全市8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可领取不低于
50元的高龄津贴，90岁以上老年人每月可领
取不低于200元的高龄津贴，100岁以上老年
人每月可领取不低于500元的高龄津贴。

同时，60岁以上经济困难老人还将享受
到政府每年给予500元的基本养老服务补贴，
经济困难失能半失能老人每月将获得200~
600元不等的护理补贴。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方式，为经济困难的失能、高龄老人提供助
餐、助医、助浴、助洁等多种居家服务。

养老作为重要一环，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未来，成都将如何规划养老
产业？对此，张孝军透露了一项重要工作——
成都将养老服务业发展与成都市第十三次党
代会绘就的蓝图结合，提出了“三步走”。

第一步，计划到2020年，形成以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
老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

第二步，到2035年，按照加快建设高品质
和谐宜居生活城市的要求，养老服务和养老产
业制度更加完善，实现老龄事业和养老产业与
经济社会发展有机契合，全面增强老年人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按照全面建设现
代化新天府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城市的要求，
全面完善养老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养老服务和
养老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让所有老年人
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

在“三步走”战略中，医养结合被列在重
要位置。市社科院社会学与法制研究所所长

王健表示，医养结合是未来养老的重要发展
方向，目前成都医养结合机构已有26家，养
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建立基本医疗协作关系达
到64%。

“首先，政府要鼓励发展具有医疗许可和
养老许可的养老院，条件不成熟的养老机构，
可以与周边医疗机构签订合作协议，为养老
机构提供上门巡诊服务或开辟看病绿色通
道。”在王健看来，未来民政部门、卫生部门等
还需通力合作，探索医养结合的新模式，推行
家庭型、日托型、机构型医护一体化服务，同
时大力发展远程医疗、健康检测、居家护理等
个性化服务。

除了“三步走”战略，成都正在按照《成都
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要求和15分
钟公共服务圈的要求，对《成都市养老设施
（机构）布局》《成都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两
项规划进行修编完善，使养老规划既符合总
体规划的要求，又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养
老服务的需要。

936个农村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150个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
养老工作中，针对农村老年人口数量
大、收入水平低、居住分散，以及城乡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差距明显的特点，
成都正就这一痛点进行探索。张孝军
透露，目前已经探索出一条新型的农
村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模式，未来有
望在全市进行推广。

张孝军提到的新模式，正是在金
堂试行的农村养老服务“一中心、多站
点、重巡访”模式。据悉，这类模式将适
应 农 村 老 年 人 居 住 分 散 的 特 点 。

“一中心”，是指在老年人口相对比
较集中的农村社区建设农村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提供更专业、全面
的日间照料、理发洗衣、远程视频、医

疗保健、棋牌文娱等服务。
“多站点”，是指农村互助养老服

务点，一般2~3个村民小组设一个养
老服务站点，为离农村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路途较远及行动不便的老人就地
就近开展居家养老延伸服务。

“重巡访”，是指村民政协理员、低
龄老协会员和志愿者对区域内空巢、
失能、残疾老人每周进行巡访，为不能
出门的老人提供基本生活帮扶、紧急
医疗救护、亲情关怀等服务。

“这种新型的农村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模式，适合农村居住分散
的特点，对我市农村居家养老进行
有益的探索。”张孝军表示，目前市
民政局正在总结完善，未来有望在
全市推广。

目前，成都有各类养老机构480
个，日间照料中心2414个，养老总床位
11.4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有38张床位，
能够基本满足老年人养老需要。这一
数字，将继续随着老年人口增加而变
化。因此，民办养老机构正在成为养老
服务市场的重要力量。

对此，市社科院社会学与法制研
究所所长王健建议，成都要全面放开
养老服务市场，完善优惠政策，激发社
会领域投资养老的活力。包括要研究
养老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服务的
区分，特别要明确哪些养老服务应由
政府提供，哪些服务可以由市场提供，

从而加强基本养老服务保障。
张孝军表示，成都接下来还将进

一步加快养老机构建设。例如，民办
养老机构建设可以通过挂牌方式供
地，地价可以按基准地价的70%挂
牌。在资金补贴方面，对民办养老机
构新建床位每张给予1.2万元的一次
性建设补贴。“对民办养老机构收住
我市老人的，每床每年给予1800元的
床位补贴。同时，我们对民办养老机
构服务性用水、用气、用电实行与居民
用户同价，给予税收、基础设施配套费
等优惠减免政策。”

成都商报记者 邹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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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养老设施
让老年人有幸福感更有获得感

2 未来 养老产业还要“三步走”
医养结合被列在重要位置

3 特色“一中心，多站点，重巡访”模式
有望全市推广

4 机遇 民办养老机构新建床位
将获每张1.2万元建设补贴

多处天府绿道开放
市民春节新耍法

用行动诠释责任担当·2017成都正风反腐回眸

去年成都党风廉政建设
社会评价指数再度提升

大假最后一天大假最后一天，，家住家住
卓锦城的李先生带着全家卓锦城的李先生带着全家
人去绿道上骑游人去绿道上骑游；；4040 多岁多岁
的张女士婉拒了朋友逛街的张女士婉拒了朋友逛街
的邀请的邀请，，去绿道上跑了半去绿道上跑了半
小时步……今年春节小时步……今年春节，，随随
着全市多处绿道陆续向社着全市多处绿道陆续向社
会开放会开放，，不少市民又多了不少市民又多了
一个新的去处一个新的去处。。大家趁着大家趁着
春节期间的好天气春节期间的好天气，，或散或散
步聊天步聊天，，或锻炼健身或锻炼健身，，不用不用
远行远行，，就享受到了天府绿就享受到了天府绿
道所带来的生活之美道所带来的生活之美。。

昨日下午，熊猫绿道娇子立交示范段。虽然
吹着冷风，但绿道上散步健走的人并不在少数。
家住卓锦城的李先生和妻子邓女士带着两个孩
子，骑着共享单车，慢悠悠地享受绿道风光。在
他们两侧，连排的翠竹和蒲苇在风中摇曳，黄绿
相间的草坪勾勒出春天的气息。细心的路人低
头还会发现，就连石板路上也印刻着熊猫的掌
印。骑到中途，李先生的儿子突然停下车，兴奋
地冲进路旁一座仿古凉亭，还跟草丛里的熊猫
雕塑合了个影，“路边可玩的太多了。”

“我们之前也不知道有这条绿道，是看了新
闻才来这里玩的。”李先生是南充人，以前在深圳

上班，两年前来到成都，在这边安了家，今年春节
也是在成都过。看到新闻提到的这条绿道，发现
竟然就在家门口，于是李先生提议一家人一起出
来骑车玩，“上了绿道后，果然看到沿途不一样的
风光，大人孩子都很高兴。”

在熊猫绿道天晖路至益州大道段，张女士
正沿着绿道跑步。“我可以说是雷打不动的，每
天都要来。”这是她的闲情逸致，因为可以看沿
途的风景，这里根据起伏的地势，在绿道的低
洼处打造了一个小池塘，周边种植着杜鹃花、
三角梅等植物。这个别致的绿色屏障，将喧嚣
的马路和居民小区隔成动静两个空间。

春节新耍法 一家子骑车游绿道

多处绿道开放 锦城绿道已完成63公里

鹿溪智谷绿道，升降式共享单车停车棚

鹿溪智谷，创客绿道

鹿溪智谷绿道，智谷沙龙书吧

市民骑行在娇子立交附近的熊猫绿道上

逛绿道


